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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總量管制主要法源依據係「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

本法 )第八條至第十二條。其中，本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未未未未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量管制區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量管制區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量管制區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量管制區，，，，既存之固定污染源應向當既存之固定污染源應向當既存之固定污染源應向當既存之固定污染源應向當

地主管機關申請認可其污染物排放量地主管機關申請認可其污染物排放量地主管機關申請認可其污染物排放量地主管機關申請認可其污染物排放量，，，，並依地方主管機關按並依地方主管機關按並依地方主管機關按並依地方主管機關按

空氣品質需求指定之目標與期限削減空氣品質需求指定之目標與期限削減空氣品質需求指定之目標與期限削減空氣品質需求指定之目標與期限削減」，該條文明定既存固

定污染源需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認可排放量，並依規定指定

削減空氣污染物。基此，本手冊編撰目的係介紹空氣污染物

削減量差額管理平台之內容架構，並說明公私場所排放量認

可申請及地方主管機關排放量認可審查網路操作步驟，本指

引之內容可分三個章節，空氣污染物削減量差額管理平台介

紹、公私場所排放量認可申請網路操作及地方主管機關排放

量認可審查網路操作等，相關內容說明分述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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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空氣污染物削減量差額管理平台介紹  

依據本法第十二條規定，第八條至第十一條關於總量

管制之規定，應於建立污染源排放量查核系統及排放交易

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經濟部分期分區公告實施。

系統之建立為總量管制推動之重要一環，為完備總量管制

公告實施前之相關配套措施，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99 年建

立空氣污染物削減量差額管理平台，供未來總量管制之污

染源排放量認可、審查、查核及交易抵換之用。  

管理平台共有三個系統，包含「既存固定污染源排放量

認可申請作業系統」、「削減量差額認可審查作業系統」及

「排放量查核系統」，其中「排放量查核系統」包含「削減

量差額追蹤查核子系統」及「年度總量查核作業子系統」。 

排放量認可作業之申請審查建立在「既存固定污染源排

放量認可申請作業系統」，主要供公私場所提出排放量認可

線上申請與補正，並由地方主管機關進行線上審查。  

以下就管理平台之介紹說明分述如后。  

一、首頁  

為管理平台主要入口頁面，該頁面整合總量管制所

有相關資訊與子系統等內容，並提供總量管制有關資訊

之功能，如：總量管制之最新消息、相關法規及文件下

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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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管理平台之首頁、管理平台之首頁、管理平台之首頁、管理平台之首頁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 

 

二、最新消息  

該功能主要為統一公布總量管制之相關動態訊息，

包含：總量管制最新相關規範之研修、預告以及發布等

事項，或國內外總量管制有關新聞及新知，以及總量管

制相關會議或說明會舉辦資訊等等。  

 

 
圖圖圖圖 2、管理平台之最新消息、管理平台之最新消息、管理平台之最新消息、管理平台之最新消息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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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既存固定污染源排放量認可作業系統  

該功能主要提供公私場所與主管機關使用，依使用

者不同，其權限亦不同，以下分就使用者權限說明。  

(一 ) 公私場所：提供排放量認可作業申請、下載自廠之排

放相關資訊、排放量認可作業補正等功能。  

(二 ) 地方主管機關：提供排放量認可作業審查、檢閱並下

載所屬轄區排放量認可申請對象之統計資訊等功能，

且當公私場所未依規定申請時，可逕依核定認可排放

量，或於公私場所所提供之相關文件有虛偽紀載時，

得據以撤銷認可文件等。  

(三 ) 中央主管機關：提供檢閱並下載全國各轄區排放量認

可申請對象之統計資訊等功能。  

 

 
圖圖圖圖 3、管理平台之既存固定污染源排放量認可申請作業、管理平台之既存固定污染源排放量認可申請作業、管理平台之既存固定污染源排放量認可申請作業、管理平台之既存固定污染源排放量認可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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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削減量差額認可申請作業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公私場所削減量差額申請後，於

線上執行削減量差額認可之審查與登載。該功能主要提

供主管機關使用，依使用者不同，其權限亦不同。  

 

 
圖圖圖圖 4、管理平台之、管理平台之、管理平台之、管理平台之削減量差額認可申請作業削減量差額認可申請作業削減量差額認可申請作業削減量差額認可申請作業 

 

五、相關法規  

該功能彙整總量管制之有關規範，供公私場所與地

方主管機關執行或推動總量管制有關業務使用，包含：

空氣污染防制法及施行細則、既存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

放量認可準則以及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削減量差額

認可保留抵換及交易辦法等。  

 

 
圖圖圖圖 5、管理平台之相關法規、管理平台之相關法規、管理平台之相關法規、管理平台之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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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件下載  

該功能彙整總量管制之有關申請作業與輔導推動

所需之應用文件，該功能分為三個項目，一為會議資料，

主要提供總量管制相關會議資料或簡報；二為宣導文件，

主要提供總量管制有關說明會宣導文件或表單；三為手

冊指引，主要提供申請作業之相關使用手冊或指引等。  

 

 
圖圖圖圖 6、管理平台之文件下載、管理平台之文件下載、管理平台之文件下載、管理平台之文件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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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私場所排放量認可申請網路操作  

一、登入  

(一 ) 點選「登入」。  

 

(二 ) 依所在空品區選取。  

 

(三 ) 輸入帳號與密碼 1後，點選「登入」。  

 

                         
1
 公私場所之帳號密碼無須申請，所使用之帳號密碼與固定污染源資訊管理系統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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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既存固定污染源排放量認可申請作業案件  

(一 ) 登入後，點選「既存固定污染源排放量認可申請作

業」。  

 
 

(二 ) 點選「申請」。  

 

 

(三 ) 點選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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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認可準則第三條第一項申請  

(一 ) 點選「認可準則第三條第一項」。  

 
 

(二 ) 選擇認可年度，並確認該年度之排放資訊。  

 

 

(三 ) 選取排放量引用說明 2。  

 

                         
2
 非以”採用系統代初之排放資訊”，應上傳佐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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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點選「上傳」，選擇欲檢附之證明文件，單次至多可

檢附 5 個文件，點選彈跳視窗之「上傳」。  

 

 

(五 ) 上傳完成後，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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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點選「檢視上傳檔案」，確認檢附文件是否完整。  

 
 

(七 ) 點選「確認」，完成申請，再次「確定」是否上傳該

次申請作業。  

 
 

四、依認可準則第三條第二項申請  

(一 ) 點選「認可準則第三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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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選擇「認可年度」，輸入欲申請之污染物排放量，並

選取排放量引用說明。  

 

(三 ) 點選「上傳」，選擇欲檢附之證明文件，單次至多可

檢附 5 個文件，點選彈跳視窗之「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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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上傳完成後，點選「確定」。  

 
 

(五 ) 點選「檢視上傳檔案」，確認檢附文件是否完整。  

 
 

(六 ) 點選「確認」，完成申請，再次「確定」是否上傳該

次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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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 ”認可準則第三條第三項 ”申請  

(一 ) 點選「認可準則第三條第三項」。  

 

 

(二 ) 輸入「環評案號」、「審查進度」、「環評審查結論

發文日期」與「環評審查結論發文文號」，輸入環評

承諾值及欲申請之污染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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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點選「上傳」，選擇欲檢附之證明文件，單次至多可

檢附 5 個文件，點選彈跳視窗之「上傳」。  

 
 

(四 ) 上傳完成後，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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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點選「檢視上傳檔案」，確認檢附文件是否完整。  

 
 

(六 ) 點選「確認」，完成申請，再次「確定」是否上傳該

次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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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地方主管機關排放量認可審查網路操作  

一、登入  

地方主管機關以所轄行政區域選擇空品區 (如圖 7)後，

登入帳號及密碼 (如圖 8)，若帳號及密碼有遺失或忘記問題，

地方主管機關應以電子郵件通知管理平台管理者，經確認

身分屬實後，由管理者以電子郵件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圖圖圖圖 7、依空品區選擇所在縣市示意圖、依空品區選擇所在縣市示意圖、依空品區選擇所在縣市示意圖、依空品區選擇所在縣市示意圖 

 
圖圖圖圖 8、登入畫面、登入畫面、登入畫面、登入畫面 



既存固定污染源排放量認可作業網路操作手冊 

 17 

二、功能說明  

(一 ) 基本資料維護  

地方主管機關進入既存固定污染源排放量認可申請作

業，應先點選基本資料維護 (如圖 9)，將審查機關之基本資

料 (如圖 10)完整填寫。  

 

 

圖圖圖圖 9、選擇基本資料維護、選擇基本資料維護、選擇基本資料維護、選擇基本資料維護 

 

 

圖圖圖圖 10、基本資料維護示意圖、基本資料維護示意圖、基本資料維護示意圖、基本資料維護示意圖 

 

(二 ) 案件查詢  

地方主管機關可透過管理平台設置之查詢功能，依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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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對象特性進行篩選 (如圖 11)，查詢方式有四，分別為管

制編號、公私場所名稱、申請審查狀態與申請時間等進行

檢索，此四種條件可單一或多項進行檢索。  

 

  

圖圖圖圖 11、、、、案件查詢案件查詢案件查詢案件查詢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 

 

 

圖圖圖圖 12、、、、案件查詢案件查詢案件查詢案件查詢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三 ) 認可申請審查狀態統計  

管理平台設計認可申請審查狀態統計 (如圖 13)，使地

方主管機關有效掌握所轄排放量認可申請情形，統計內容

可分為未申請與已申請排放量認可名單 (如圖 1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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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申請排放量認可名單又可分成已申請排放量認可對象、

已取得認可文件對象及指定公告對象等三類 (如圖 15)。  

 

圖圖圖圖 13、、、、認可認可認可認可申請審查狀態申請審查狀態申請審查狀態申請審查狀態統計統計統計統計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 

 

 

圖圖圖圖 14、、、、認可認可認可認可申請審查狀態類別申請審查狀態類別申請審查狀態類別申請審查狀態類別 

 

 

圖圖圖圖 15、已申請排放量認可名單、已申請排放量認可名單、已申請排放量認可名單、已申請排放量認可名單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四 ) 逕行認可  

依認可準則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公私場所未依規定申

請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或未依前項規定於期限內補正者，地

方主管機關得逕行認可污染物排放量。基此，地方主管機

關應於總量管制公告實施滿一年後，檢視未完成認可排放

量申請之對象，並逕行依認可準則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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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排放量。  

前述情形地方主管機關於認可排放量申請審查作業列

表中，以查詢功能分別篩選申請審查狀態為 ”未申請 ”及 ”申

請中 ”之對象，於逕行認可欄位直接點選 ”申請 ” (如圖 16)，

即可進入該公私場所之認可排放量申請頁面，地方主管機

關可直接點選 ”申請 ”後 (如圖 17)，選擇以認可準則第三條

第一項申請，點選認可年度即可完成；倘公私場所有申請

中案件，則點選 ”刪除後，同前述步驟操作即可。  

 

 

圖圖圖圖 16、地方主管機關逕行認可示意圖、地方主管機關逕行認可示意圖、地方主管機關逕行認可示意圖、地方主管機關逕行認可示意圖 

 

 

 

圖圖圖圖 17、地方主管機關逕行認可申請過程、地方主管機關逕行認可申請過程、地方主管機關逕行認可申請過程、地方主管機關逕行認可申請過程 

 

(五 ) 認可文件撤銷  

依認可準則第七條規定，公私場所申請污染物排放量

認可文件或資料有虛偽記載者，地方主管機關應撤銷原認

可文件，並得逕行認可污染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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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場所倘有前述情事，地方主管機關於認可排放量

申請審查作業列表中，認可文件撤銷欄位直接點選 ”確認撤

銷 ” (如圖 18)即可。  

 

圖圖圖圖 18、地方主管機關認可文件撤銷示意圖、地方主管機關認可文件撤銷示意圖、地方主管機關認可文件撤銷示意圖、地方主管機關認可文件撤銷示意圖 

 

(六 ) 列印認可文件  

依認可準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地方主管機關審查污

染物排放量認可申請，審查通過後核發污染物排放量認可

文件，並通知公私場所領取。  

針對已審查通過之公私場所，地方主管機關於認可排

放量申請審查作業列表中，列印認可文件欄位直接點選 ”

列印 ” (如圖 19)後，填入該公私場所之期程、有效期限、

削減比例、指定削減量及目標年排放量後，點選 ”確定 ”後

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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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9、地方主管機關列印認可文件示意圖、地方主管機關列印認可文件示意圖、地方主管機關列印認可文件示意圖、地方主管機關列印認可文件示意圖 

 

三、排放量認可申請審查  

(一 ) 審查列表  

地方主管機關於認可排放量申請審查作業列表中，以

查詢功能分別篩選申請審查狀態為 ”完成申請 ”及 ”完成補

正 ”之對象，於申請編號欄位直接點選公私場所申請編號

(底線反藍，如圖 20)，即可進入該公私場所之認可排放量

申請審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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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0、地方主管機關排放量認可申請審查列表示意圖、地方主管機關排放量認可申請審查列表示意圖、地方主管機關排放量認可申請審查列表示意圖、地方主管機關排放量認可申請審查列表示意圖 

 

(二 ) 審查頁面  

進入公私場所之認可排放量申請審查頁面 (如圖 21)後，

地方主管機關可點選 ”下載 ”檢視公私場所檢附之相關文件，

申請資料無誤，直接填入 ”審核認可排放量 ”及 ”審核說明 ”

後，點選 ”審查通過 ”即可。  

 

圖圖圖圖 21、地方主管機關排放量認可申請審查功能說明、地方主管機關排放量認可申請審查功能說明、地方主管機關排放量認可申請審查功能說明、地方主管機關排放量認可申請審查功能說明 

 

(三 ) 補正通知  

倘申請資料有異，則點選 ”補正通知 ” (如圖 22)，填入 ”

補正說明 ”、 ”審查人員 ”及 ”補正期限 ”後，點選 ”確認送出 ”

後，即傳送至申請人之電子信箱，地方主管機關可透過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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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確保申請人收到補正通知。  

另認可排放量申請審查頁面設有 ”歷次審查紀錄 ”，此

功能記錄地方主管機關歷次審查補正說明，供地方主管機

關確認公私場所補正內容是否充分。  

 

 

圖圖圖圖 22、地方主管機關排放量認可申請審查之補正通知功能說明、地方主管機關排放量認可申請審查之補正通知功能說明、地方主管機關排放量認可申請審查之補正通知功能說明、地方主管機關排放量認可申請審查之補正通知功能說明 

 

(四 ) 核發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文件  

地方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系統會依核定之認可排放

量製成電子版認可文件，由地方主管機關列印出並用印後

通知公私場所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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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3、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文件、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文件、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文件、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