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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簡介 

壹、手冊目的 

系統建置目的，在於提供各縣市環保局資料建檔與管理平台，將固定污染

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執行成

果及污染源操作狀況等資料，系統化建置彙整，並藉由系統彙整全國資料，提

供相對應數據，作為後續法規修正之參考資料來源。 

本手冊內容包括系統架構、操作及安裝方式。系統操作指引，讓使用者依

系統畫面之操作步驟說明，即可迅速了解操作流程，正確使用本系統。 

操作介面除操作步驟指引外，並說明功能運作意義，協助使用者充分了解，

並運用本查詢系統。 

貳、手冊使用範圍 

說明「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管理資訊系統」網站系統架構及操作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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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統概述 

壹、系統目標 

全國環保機關將管理辦法之公私場所應設置或採行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查

核成果，並經由網際網路，提供環保署、相關需求單位及各縣市業務承辦單位

線上登載使用。 

貳、系統架構 

網路架構：網路伺服作業系統 IIS 6.0 Web 服務，網路伺服端程式類型

ASP.net。 

 

參、系統安裝設定 

本系統無須安裝，可適用於 IE 8 以上或 Chrome 瀏覽器使用。 

肆、系統導讀與指引 

本系統依據會員管理機制及使用權限，限制使用人員與使用範圍，使用範

圍以縣市別為基礎。使用權限規劃如下： 

使用範圍分類 角色名稱 使用規劃 說明 

全區域 Admin 
使用人員新增、刪除(停權)、解除
鎖定、重新設定密碼與使用權限
設定。 

最高權限網站管

理者 

全區域 EPA_User 環保署使用者 使用者最高權限 

區域性 

EPA_Zone1 區域性縣市權限_北區督察大隊 
擁有區域性縣市

權限 

EPA_Zone2 區域性縣市權限_中區督察大隊 
擁有區域性縣市

權限 

EPA_Zone3 區域性縣市權限_南區督察大隊 
擁有區域性縣市

權限 

單一縣市 EPB_A 
台北市環保局(角色名稱=EPB+縣

市碼，依此類推) 

僅擁有單一縣市

權限 

web瀏覽器

Web伺服器程式

Azure

應用程式服務

固定污染源資料庫

(雲端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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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內容包含五大類： 

1.首頁與個人空間：提供使用者修改基本資料或備忘錄等功能。 

2.固定污染源資料管理：新增、編輯或刪除各轄區公私場所基本資料。 

3.查核與調查作業紀錄管理：新增、編輯或刪除各轄區公私場所查核與調查

作業紀錄。 

4.統計與分析：查詢各轄區公私場所納管情形與管理辦法符合情形。 

功能架構圖如下： 

 

系統主頁

首頁與個人空間

首頁

我的備忘錄

個人帳戶管理

授權給轄區

使用者

固定污染源資料

管理

固定污染源

資料管理

查核與調查作業

紀錄管理

管理辦法

防制設施查核

統計與分析

公私場所

納管行業別統計

管理辦法

防制設施查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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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操作簡介 

壹、登入、註冊使用者帳號、密碼管理及忘記密碼 

一、啟動瀏覽器。 

二、進入 
 

網址 https：//fdmsepa.azurewebsites.net/Account/Login，登入帳號及密碼。

註冊(建立新的帳號)請點選 『註冊為新使用者』(圖 3.1-1)○B 進行帳號申請，

密碼遺失請點選『忘記密碼?』(圖 3.1-1)○A 進行密碼重新設定。 

 

圖 3.1-1  FDMS 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物管理資訊系統登入頁 

三、註冊(建立新的帳號)流程： 

由主頁面進入(圖 3.1-1)點選○B 功能鍵進入註冊(建立新的帳號)頁面(圖

3.1-2)，填妥相關資料，並點選『確認註冊』(圖 3.1-2)○A 功能鍵送出申請。 

註冊申請應提供相關資料之說明如下述(以下資料皆需填寫，請勿空白)： 

1.帳號：僅允許英文字元與數字，長度最少 6 位(圖 3.1-2)○1  

2.密碼：基於資訊安全，密碼設定請參照下列規則。 

(1)密碼長度至少 6 位(建議 8 位以上) 

 

https://fdmsepa.azurewebsites.net/Account/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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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含有符號(即非字元或數字，如!) 

(3)含有數字  

(4)含有英文字元大寫及小寫。(圖 3.1-2)○2  

3.密碼確認：(圖 3.1-2)○3  

4.姓名：請務必填寫完整姓名，本系統為個人化使用權責，切勿與他人共用帳

密。(圖 3.1-2)○4  

5.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建議增加職稱)，例如：○○環保局 承辦，○○顧問公司 經

理(圖 3.1-2)○5  

6.電子郵件：請務必確認電子郵件，註冊後，將發送帳戶驗證電子郵件(圖

3.1-2)○6  

7.行動電話：稍後將會進行，行動電話驗證，例如：0937111111 (圖 3.1-2)○7  

 

圖 3.1-2 註冊使用者頁 

 

○A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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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帳號驗證流程： 

本系統啟用雙因素(電子郵件及行動電話)驗證機制，為確保是您本人註冊

與登入使用，並綁定您目前使用的瀏覽器，以進一步確認是合法登入，防止

帳密遭他人盜用。註冊完成後必須完成電子郵件及行動電話驗證，才是有效

的帳號使用者。 

1. 首先進入驗證帳號頁面，電子郵件(圖 3.1-3)○1 、行動電話(圖 3.1-3)○2 及安全

碼(圖 3.1-3)○3 。 

 

圖 3.1-3 註冊使用者身分驗證頁 

2. 第一階段進行電子郵件認證(圖 3.1-3)○1，系統會自動填入帳號申請所填入電

子郵件(建議請勿更動電子郵件)，並點選『發送驗證信』 (圖 3.1-3)○A ，於

信箱內點選連結確認帳號(圖 3.1-4)，完成第一階段認證進入(圖 3.1-5)。 

 

圖 3.1-4 信箱驗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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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階段進行行動電話簡訊認證(圖 3.1-5)，系統會自動填入帳號申請所填入

行動電話(建議請勿更動行動電話)，並點選『1.發送簡訊』(圖 3.1-5)○A ，收到

簡訊後填入安全碼，並點選『2.驗證安全碼』(圖 3.1-5)○B 。 

請注意：簡訊安全碼具時效性，收到後請盡速填入；若重複點擊『1.發送

簡訊』 (圖 3.1-5)○A ，請填入最後一封簡訊所提供之安全碼。 

 

圖 3.1-5 行動電話驗證頁 

4.完成雙因素驗證機制後，進入取得使用系統授權頁面(圖 3.1-6) 

(1)若為環保局系統管理者，請填入環保署所提供授權碼，並點選『確定』(圖

3.1-6)○A  

(2)若非環保局系統管理者，請通知環保局系統管理者您的帳號名稱，環保局

系統管理者將為您授權。 

 

圖 3.1-6 取得系統使用授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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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忘記密碼： 

主頁面進入(圖 3.1-1)點選○A 功能鍵進入忘記密碼頁面(圖 3.1-7)，填妥帳

號(圖 3.1-7)○1 及電子郵件(圖 3.1-7)○2 後，並點選『發送電子郵件』(圖 3.1-7)○A

功能鍵送出申請。 

 

圖 3.1-7 忘記密碼操作頁面 

系統會提醒進入電子郵件中確認密碼重設申請(圖 3.1-8)。 

 

圖 3.1-8 系統通知更新密碼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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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電子郵件點選連結『這裏』(圖 3.1-9)○A，進入密碼重設頁面(圖 3.1-10)，

填妥帳號(圖 3.1-10)○1、密碼(圖 3.1-10)○2 及確認密碼(圖 3.1-10)○3 後，點擊『確

認重設密碼』(圖 3.1-10)○A ，完成本次設定。 

 

圖 3.1-9 系統通知信件(密碼重設) 

 

圖 3.1-10 密碼重設頁 

 

 

 

  

○A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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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說明 

一、系統首頁(圖 3.2.1-1)，共有五項功能鍵，以及四個資訊顯示區塊。 

五項功能鍵包含： 

1.『目錄』(圖 3.2.1-1)○A ：主功能鍵，內含四項主功能： 

(1)首頁與個人空間 

(2)固定污染源資料管理 

(3)查核與調查作業紀錄管理 

(4)統計與分析 

2.『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管理資訊系統』(圖 3.2.1-1)○B ：返回首頁 

3.『關於』(圖 3.2.1-1)○C ：本系統建置沿革及目的。 

4.『Memo』(圖 3.2.1-1)○D ：我的備忘錄新增、查詢及刪除。 

5.『登出』(圖 3.2.1-1)○E ：系統離線。 

四個資訊顯示區塊包含： 

1.固定污染源納管情形(數量)(圖 3.2.1-1)○1：顯示固定污染源數量(包含已納管、

已解除列管、非管理辦法適用對象以及尚未判定是否納管) 

2.管理辦法查核情形(數量) (圖 3.2.1-1)○2 ：顯示管理辦法查核情形數量(包含

管理辦法適用對象以及已管理辦法查核) 

3.我的備忘錄(圖 3.2.1-1)○3 ：供使用者編輯指定信息紀錄 

4.系統公告(圖 3.2.1-1)○4 ：FDMS 版本資訊內容、系統修正內容或其他公告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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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1 系統首頁

○2  

○4  

○3  
○1  

○B  ○C  ○D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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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錄』共分四項主功能，每項主功能各有數項子功能進行操作。 

1.首頁與個人空間 

(1)首頁：點擊返回首頁 

(2)我的備忘錄(圖 3.2.2-1)：供使用者新增(圖 3.2.2-1)○A、查詢(圖 3.2.2-1)○B 、

編輯(圖 3.2.2-1)○C 及刪除(圖 3.2.2-1)○D 各項信息紀錄。 

 

圖 3.2.2-1 我的備忘錄頁 

(3)個人帳戶管理(圖 3.2.2-2)：變更密碼(圖 3.2.2-2)○A 、變更電子郵件(圖

3.2.2-2)○B、變更行動電話號碼(圖 3.2.2-2)○C、修改個人資料(圖 3.2.2-2)○D 、

起用或停用雙因素驗證 (圖 3.2.2-2)○E 、記住或取消記住瀏覽器 (圖

3.2.2-2)○F 。 

 

圖 3.2.2-2 個人帳戶管理頁

 

○A  

○B  

○C  ○D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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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授權給轄區使用者(圖 3.2.2-3)：主要功能為新增授權轄區使用者以及管理

轄區使用者(停用以及設定權限) 

 

圖 3.2.2-3 授權給轄區使用者頁 

(I) 新增授權轄區使用者：點擊新增授權對象(圖 3.2.2-3)○A ，進入畫面查

詢被授權對象帳號(圖 3.2.2-4)○1 點擊『查詢』(圖 3.2.2-4)○A ，確認被授

權對象帳號是否正確。 

 

圖 3.2.2-4 新增授權對象 

確認完成後點擊『確認授權此帳號』(圖 3.2.2-5)○A ，最後設定使用者

權限(圖 3.2.2-6)○1 ，確認後點擊『確認存檔』(圖 3.2.2-6)○A 。 

 

圖 3.2.2-5 確認授權對象

 

○A  

○B  
○C  

○1  

○2  

 

○A  ○1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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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6 確認授權對象權限 

(II) 管理轄區使用者：點擊『停用』(圖 3.2.2-3)○B ，進入畫面確認是否

停用(圖 3.2.2-7)。變更授權對象權限，點擊『設定權限』 (圖 3.2.2-3)○C ，

進入設定使用者權限(圖 3.2.2-6)，確認後點擊『確認存檔』(圖

3.2.2-6)○A 。 

 

圖 3.2.2-7 確認停用授權對象 

 

 

 

 

○A  

○1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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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定污染源資料管理 

固定污染源資料管理(圖 3.2.3-1)是管理各轄區固定逸散粒狀物污染源基

本資料，功能包含新增固定污染源資料(圖 3.2.3-1)○A 、固定污染源詳細資料

檢視(圖 3.2.3-1)○B、固定污染源管理辦法納管(圖 3.2.3-1)○C、編輯固定污染源

資料(圖 3.2.3-1)○D、刪除固定污染源資料(圖 3.2.3-1)○E、查詢固定污染源資料

(圖 3.2.3-1)○1 ○2 以及匯出固定污染源資料○3 等。 

 

圖 3.2.3-1 固定污染源資料管理 

(1) 新增固定污染源資料：點擊『新增公私場所』(圖 3.2.3-1)○A，進入新增(圖

3.2.3-2)填入管制編號(圖 3.2.3-2)○2 (管制編號限定需填 8 碼，且確定新增

後不能更改)與公私場所名稱(圖 3.2.3-2)○3 ，並點擊『確定新增』(圖

3.2.3-2)○A 。 

 

圖 3.2.3-2 新增公私場所

 

○A  

○B  

○C  

○D  
○E  

○1  
○2  

○3  

 

○A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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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後進入編輯固定污染源資料(圖 3.2.3-3)，頁面中有四項資料進行編輯，

分別為公私場所基本資料(圖3.2.3-3)○1、製程與許可證字號(圖3.2.3-3)○2 、

設備(圖 3.2.3-3)○3 以及原物料(圖 3.2.3-3)○4 。 

 

圖 3.2.3-3 編輯基本資料主頁 

編輯固定污染源資料建議由左而右依序更新。公私場所基本資料編輯，首

先點擊(圖 3.2.3-3)○1 並點擊『編輯基本資料』(圖 3.2.3-3)○A ，進入編輯頁

面(圖 3.2.3-4)，填寫基本資料後(圖 3.2.3-4)○1 ，點擊『存檔』(圖 3.2.3-4)○A

完成基本資料建立。 

 

圖 3.2.3-4 編輯基本資料

 

○A  

○1  ○2  ○3  ○4  

 

○A  

○1  



-17- 

製程與許可證字號資料編輯，首先點擊(圖 3.2.3-3)○2 並點擊『新增製程』(圖

3.2.3-5)○A ，進入編輯頁面(圖 3.2.3-6)，填寫基本資料後(圖 3.2.3-6)○1 ，點

擊『確定新增』(圖 3.2.3-6)○A 完成製程資料建立。 

 

圖 3.2.3-5 新增製程主頁 

 

圖 3.2.3-6 新增製程 

設備資料編輯，首先點擊(圖 3.2.3-3)○3 並點擊『新增設備』(圖 3.2.3-7)○A ，

進入編輯頁面(圖 3.2.3-8)，填寫基本資料後(圖 3.2.3-8)○1 ，點擊『確定新

增』(圖 3.2.3-8)○A 完成設備資料建立。 

 

圖 3.2.3-7 新增設備主頁

 

○A  

 

○1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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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8 新增設備 

原物料資料編輯，首先點擊(圖 3.2.3-3)○4 並點擊『新增原物料』(圖 3.2.3-9)○A ，

進入編輯頁面(圖 3.2.3-10)，填寫基本資料後(圖 3.2.3-10)○1 ，點擊『確定

新增』(圖 3.2.3-10)○A 完成原物料資料建立。 

 

圖 3.2.3-9 新增物料主頁 

 

圖 3.2.3-10 新增物料

 

○A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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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定污染源詳細資料檢視：點擊『詳細資料』(圖 3.2.3-1)○B ，進入資料

檢視頁面(圖 3.2.3-11)，內有公私場所基本資料(圖 3.2.3-11)○1 、製程與許

可證字號(圖 3.2.3-11)○2 以及設備與原物料(圖 3.2.3-11)○3 。 

 

圖 3.2.3-11 詳細資料 

(3) 固定污染源管理辦法納管：點擊『管理辦法納管』(圖 3.2.3-1)○C ，進入

管理辦法納管頁面(圖 3.2.3-12)，管理辦法納管作業(圖 3.2.3-12)○1 ，納管

或解除列管管理辦法公私場所。(圖 3.2.3-12)○2 為管理辦法適用對象附表。 

 

圖 3.2.3-12 管理辦法納管作業 

 

○1  

○3  

○2  

 

○1  ○2  



-20- 

(4)編輯：點擊『編輯』(圖 3.2.3-1)○D 可編輯固定污染源資料(圖 3.2.3-3)，頁

面中有四項資料可進行編輯，分別為公私場所基本資料(圖 3.2.3-3)○1 、製

程與許可證字號(圖 3.2.3-3)○2、設備(圖 3.2.3-3)○3 以及原物料(圖 3.2.3-3)○4 。

編輯固定污染源資料建議由左而右依序更新。公私場所基本資料編輯，首

先點擊(圖 3.2.3-3)○1 並點擊『編輯基本資料』(圖 3.2.3-3)○A ，進入編輯頁

面(圖 3.2.3-4)，填寫基本資料後(圖 3.2.3-4)○1 ，點擊『存檔』(圖 3.2.3-4)○A

完成基本資料建立；製程與許可證字號資料編輯，首先點擊(圖 3.2.3-3)○2 並

點擊『新增製程』(圖 3.2.3-5)○A ，進入編輯頁面(圖 3.2.3-6)，填寫基本資

料後(圖 3.2.3-6)○1 ，點擊『確定新增』(圖 3.2.3-6)○A 完成製程資料建立；

設備資料編輯，首先點擊(圖 3.2.3-3)○3 並點擊『新增設備』(圖 3.2.3-7)○A ，

進入編輯頁面(圖 3.2.3-8)，填寫基本資料後(圖 3.2.3-8)○1 ，點擊『確定新

增』(圖 3.2.3-8)○A 完成設備資料建立；原物料資料編輯，首先點擊(圖

3.2.3-3)○4 並點擊『新增原物料』(圖 3.2.3-9)○A，進入編輯頁面(圖 3.2.3-8)，

填寫基本資料後(圖 3.2.3-10)○1 ，點擊『確定新增』(圖 3.2.3-10)○A 完成原

物料資料建立 

(5)刪除：點擊『刪除』(圖 3.2.3-1)○E ，進入刪除頁面(圖 3.2.3-13)，若確定資

料要刪除，則點擊『確定刪除』(圖 3.2.3-13)○A (相關資料都會刪除，且無

法回復；巡查資料無法刪除)。 

 

圖 3.2.3-13 刪除資料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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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核與調查作業紀錄管理 

查核與調查作業紀錄管理(圖 3.2.4-1)，功能切割成 4 個區塊進行說明。 

區塊一(圖 3.2.4-1)○1 或(圖 3.2.4-2)，功能為新增管理辦法防制設施查核

紀錄資料(圖 3.2.4-2)○A 、查詢紀錄(圖 3.2.4-2)○1 及(圖 3.2.4-2)○2 與紀錄資料匯

出(圖 3.2.4-2)○3 。 

 

圖 3.2.4-1 管理辦法防制設施查核頁面 

 

圖 3.2.4-2 新增、查詢與匯出區塊 

 

 

○1  

○3  ○2  ○4  

 

 

○2  

○A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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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二(圖 3.2.4-1)○2 或(圖 3.2.4-3)，功能為檢視管理辦法防制設施查核

紀錄資料(圖 3.2.4-3)○A 及編輯管理辦法防制設施查核紀錄(圖 3.2.4-3)○B 。 

 

圖 3.2.4-3 詳細資料檢視及編輯 

區塊三(圖 3.2.4-1)○3 或(圖 3.2.4-4)，功能為含新增設備查核(圖 3.2.4-4)○A

與刪除設備查核(圖 3.2.4-4)○B 。 

 

圖 3.2.4-4 新增設備查核及設備查核刪除 

區塊四(圖 3.2.4-1)○4 或(圖 3.2.4-5)，功能為刪除整筆編輯管理辦法防制

設施查核紀錄。 

 

圖 3.2.4-5 刪除查核紀錄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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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增管理辦法防制設施查核紀錄：點擊『新增調查紀錄』(圖 3.2.4-2)○A ，

進入新增紀錄頁 (圖 3.2.4-6)填入管制編號、查核日期等資料後 (圖

3.2.4-6)○1 ，點擊『確定新增』(圖 3.2.4-6)○A 後送出。 

 

圖 3.2.4-6 新增查核紀錄 

(2) 新增設備查核： 點擊『新增設備查核』(圖 3.2.4-7)○C 。 

 

圖 3.2.4-7 查核紀錄主頁 

進入新增設備查核頁(圖 3.2.4-8)填入設備編號、操作狀況及其他資料(圖

3.2.4-8)○1 ，並點選設備查核項目及情形(圖 3.2.4-8)○2 ，若有缺失情形請勾

選缺失原因，最後點擊『確定新增』(圖 3.2.4-8)○A 完成該筆設備查核結果，

若該筆管理辦法防制設施查核有複數設備，請依前述步驟新增其他設備查

核情形。

 

○A  

○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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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8 新增設備查核頁 

(3) 管理辦法防制設施查核紀錄詳細資料檢視：點擊『詳細資料』(圖 3.2.4-3)○A ，

進入資料檢視頁面(圖 3.2.4-9)，查核結果資料(圖 3.2.4-9)○1 、各項設備查

核缺失點數(圖 3.2.4-9)○2 。 

 

圖 3.2.4-9 查核詳細資料頁 

 

○A  

○2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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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編輯： 點擊『編輯』(圖 3.2.4-3)○B，進入編輯查核紀錄頁面(圖 3.2.4-10)，

編輯完查核紀錄後(圖 3.2.4-10)○1 ，點擊『確定存檔』(圖 3.2.4-10)○A ，完

成編輯。 

 

圖 3.2.4-10 編輯查核紀錄頁 

(5) 刪除新增設備查核： 點擊『刪除』(圖 3.2.4-4)○B ，進入刪除設備查核紀

錄頁(圖 3.2.4-11)，若確認刪除紀錄，點選『確定刪除』(圖 3.2.4-11)○A ，

完成該設備查核紀錄刪除。 

 

圖 3.2.4-11 刪除設備查核紀錄頁

 

 

○1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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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刪除整筆查核紀錄： 點擊『刪除』(圖 3.2.4-5)○A，進入刪除查核紀錄頁(圖

3.2.4-12)，若確認刪除紀錄，點選『確定刪除』(圖 3.2.4-12)○A ，完成該筆

查核紀錄刪除(含該筆設備查核紀錄刪除)。 

 

圖 3.2.4-12 刪除查核紀錄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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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統計與分析 

 (1)公私場所納管行業別統計：點選統計期間(圖 3.2.5-1)○1 (必填)、鄉鎮別(圖

3.2.5-1)○2 (選填)及列管行業別(圖 3.2.5-1)○3 (選填)，點擊『統計查詢』(圖

3.2.5-1)○A ，完成本次查詢(圖 3.2.5-2)。 

 

圖 3.2.5-1 公私場所納管行業別統計 

 

圖 3.2.5-2 公私場所納管行業別統計結果 

 

 

 

 

○A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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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辦法防制設施查核統計： 點選統計期間(圖 3.2.5-3)○1 (必填)、鄉鎮別(圖

3.2.5-3)○2 (選填)及列管行業別(圖 3.2.5-3)○3 (選填)，點擊『統計查詢』(圖

3.2.5-3)○A ，完成本次查詢(圖 3.2.5-4)。 

 

圖 3.2.5-3 管理辦法防制設施查核統計 

 

圖 3.2.5-4 管理辦法防制設施查核統計結果 

 

 

○2  ○3  ○1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