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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生物材料暨傳染病檢體輸出入管理規定（草案） 
修訂對照表 

106.05.16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感染性生物材料暨傳染病檢體

輸出入管理規定 
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感染性生物材

料、傳染病檢體及相關生物材料輸出

（入）管理規定 

依修正後管理品項，

修訂規定名稱。 

第一條 
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以下

稱疾管署）依據「傳染病防治

法」第 34 條第 2 項及「感染性

生物材料管理辦法」（以下稱管

理辦法）第 12 條規定，受理感

染性生物材料及傳染病檢體

（以下稱感染性物質）等輸出

入申請作業。為利國內機關

（構）、團體或事業等辦理輸出

入申請，特訂定本規定。 

第一條 
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

管署）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34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感染性生物材料管理辦

法（以下簡稱管理辦法）第 12 條規定，

辦理感染性生物材料、傳染病檢體及

相關生物材料等輸出（入）作業。為利

國內有此需求之機關（構）、團體或事

業等辦理前開作業，特訂定本規定。 

修正引用法條；增加

相關簡稱。 

第二條 
本規定用詞，定義如下： 
（一） 感染性生物材料，依據

衛生福利部感染性生物

材料管理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作業要點）第 2
點規定，包括以下三類：

（後略） 
（二） 傳染病檢體：（後略） 
（三） 研究用試劑：含有病原

體或其衍生物，且原始

用途為研究使用之試

劑。 

第二條 
本規定所稱感染性生物材料、傳染病

檢體及相關生物材料，定義如下： 
（一） 感染性生物材料，依據衛生福

利部感染性生物材料管理作業

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第 2
點規定，包括以下三類：（後略） 

（二） 傳染病檢體：（後略） 
（三） 相關生物材料，包括以下二類： 

1. 研究用試劑：含有病原體、去

活化病原體或其衍生物之試

劑，且原始用途為研究用。 
2. 人類細胞株：含有或不含病原

體之人類細胞株或人類幹細胞

株，且為研究用途。 

1. 酌修文字說明。 
2. 配合取消人類細

胞株審查項目，

酌修文字說明。 

第三條（以下略） 第三條（以下略） 本條無修正。 
第四條 第四條 1. 刪除人類細胞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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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應向疾管署辦理輸出入申請之

項目與分類如下（附件 1）： 
（一） 病原體：包括「病原微生

物及其培養物（液）」、

「病原體組成成分」、

「生物毒素」等項目。 
（二） 檢體：包括「陽性檢體

（經檢驗確認）」及「防

疫檢體」等項目。 
（三） 研究用試劑：包括「含病

原體」及「含去活化病原

體或其衍生物」等項目。 

疾管署受理之感染性生物材料、傳染

病檢體及相關生物材料審查項目，分

類如下（附件 1）： 
（一） 「病原體」：包括「病原微生物

及其培養物（液）」、「病原體組

成成分」、「生物毒素」等項目。 
（二） 「檢體」：包括「陽性檢體（經

檢驗確認）」及「防疫檢體」等

項目。 
（三） 「研究用試劑」：包括「含病原

體」及「含去活化病原體或其

衍生物」等項目。 
（四） 「人類細胞株」：包括「含病原

體」及「不含病原體」等項目。 

審查項目。 
2. 酌修文字說明。 

第五條 
本國之人類胚胎幹細胞株，依

「人體器官組織細胞輸入輸出

管理辦法」第 5 條規定應不得

輸出，疾管署不受理該類申請

案。 

第六條（七） 
下列品項依法不得輸出： 
1. 本國之人類胚胎幹細胞株。（人體器

官組織細胞輸入輸出管理辦法第 5
條） 

2. 人體生物資料庫之檢體（DNA、

RNA 等衍生物除外）。（人體生物資

料庫管理條例第 15 條） 

1. 酌修文字說明。 
2. 人體生物資料庫

之檢體原則為非

感 染 性 生 物 材

料，非本署受理

品項，故不另外

說明。 

第六條（以下略） 第五條（以下略） 條次變更。 

第七條（以下略） 第六條（以下略） 條次變更。 
第八條（以下略） 第七條（以下略） 條次變更。 

第九條（以下略） 第八條（以下略） 條次變更。 

第十條（以下略） 第九條（以下略） 條次變更。 
第十一條 
申請單位未依法事先辦理輸出

入申請且經查獲時，將視情節

以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64
條第1項第5款規定進行查處，

不得事後補辦程序。 

第十條 
申請單位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料未

依法事先提出申請，一經查獲，不得事

後補辦程序。違者將視情節以違反「傳

染病防治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5 款

或第 6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進行

查處。 

1. 條次變更。 
2. 酌修引用之法規

條 號 及 文 字 說

明。 

附件 1 附件 1 1. 修改附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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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受理感

染性物質輸出入申請項目一覽

表 

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感染性生物材

料、傳染病檢體及相關生物材料輸出

（入）審查項目一覽表 

2. 刪除人類細胞株

審查項目。 
3. 刪除「非疾管署

審查」一欄。 
4. 酌修相關品項之

判定原則及補充

稅則號別。 
5. 新增財政部關務

署服務電話。 
6. 新增經濟部國際

貿易局大陸物品

進口相關規定之

資料來源。 

附件 2 
其他主管機關受理生物材料輸

出入申請項目一覽表 

附件 2 
非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受理之生物

材料輸出（入）審查項目及其主管機關

一覽表 

1. 修改附件名稱。 
2. 酌修聯絡窗口資

料為最新資訊。 
3. 刪除「相關規定」

一欄。 

附件 3 
感染性物質輸出入申請應檢附

文件一覽表 

附件 3 
申請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料、傳染

病檢體及相關生物材料應檢附文件一

覽表 

1. 修改附件名稱。 
2. 刪除人類細胞株

品項。 
3. 表單呈現方式改

以 文 件 名 稱 為

主，並酌修文字

說明。 
附件 4 
輸出入 RG2 以上病原體或生

物毒素之生物安全管理組織審

查同意書 

附件 4 
輸出（入）第二級以上危險群微生物及

生物毒素審查同意書 

酌修文字說明。 

附件 5 附件 5 無修正 

附件 6 
保存場所輸入 RG2 以上病原

體或生物毒素切結書 

附件 6 
保存場所輸出（入）第二級以上危險群

微生物及生物毒素切結書 

酌修文字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