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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排放量認可作業排放量認可作業排放量認可作業排放量認可作業  

(一 ) 排放量申報對象有納入「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管理辦

法」所管制之對象嗎 ?溫室氣體是否也要申請排放量認

可 ? 

說明： 

依「既存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準則」第二條第三項規

定，本準則適用於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及揮發性有機

物等四類污染物排放量認可申請。因此，不適用於「溫室氣體排放

量申報管理辦法」之對象，亦毋須申請溫室氣體之排放量認可。 

(二 ) 自願申請對象也要符合總量管制計畫之指定削減嗎 ?

有相關罰則嗎 ? 

說明：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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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主管機關按空氣品

質需求指定之目標與期限削減，其中，” 空氣品質需求指定之目標

與期限削減”接規範於總量管制計畫中，因此凡屬總量管制區之既

存固定污染源皆應符合總量管制計畫，又依同法第五十一條規定，

公私場所未依第八條第三項規定削減污染物排放量或違反依第八

條第五項所定污染物削減量差額認可、保留抵換及交易辦法者，處

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依前項處罰鍰者，並通知限

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情節

重大者，得命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操作許可證或令

其歇業。；另依「既存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準則」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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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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污染物排放量認可申請之期限 ? 

說明： 

公私場所應自公告總量管制實施日起一年內，向地方主管機關

申請認可其全廠(場)之污染物年排放量，以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物總

量管制計畫而言，公私場所應於 105年 6月 29日前，向所轄地方

主管機關提出認可排放量申請。 

(四 ) 污染物排放量認可申請之計算方式 ? 

說明： 

TSP採排放量申報，SOx、NOx、VOCs採空污費申報資料，

四種污染物取申請日前七年內完整操作年度之年排放量資料，其中

操作年度須為同一年度，若未有完整七年之排放資訊或資料疑義者，

得以個案方式申請。 

(五 ) 以環境影響評估進行認可排放量申請，有何規範 ? 

說明： 

公私場所欲以環境影響評估進行認可排放量申請，需已通過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三年內實施開發行為、且其操作時間未達七

個完整操作年度；另公私場所若屬環境影響評估對象，且申請之認

可排放量之操作年度，未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所載審查結論或承

諾事項之操作年度，若有前述情事，地方主管機關得逕行認可其管

制污染物排放量。 

(六 ) 認可排放量、目標年排放量、指定削減量及實際排放

量之分別為何 ?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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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可排放量為總量管制的基線排放量，由公私場所向地方主管

機關申請認可，作為主管機關指定削減之比較基礎。 

2. 目標年排放量為總量管制區內既存固定污染源於各期最後四

季之空氣污染物年排放量限值，該限值由主管機關指定。 

3. 指定削減量依總量管制區之管制目標而異，以高屏地區空氣污

染物總量管制計畫而言，第一期程指定削減量為各管制污染物

認可排放量之 5%。 

4. 實際排放量為固定污染源最近四季之實際排放現況，TSP採排

放量申報，SOx、NOx、VOCs採空污費申報資料。 

(七 ) 高屏地區總量管制第一期程目標為何 ? 

說明： 

既存固定污染源指定削減 5%；新設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污染

物排放量達一定規模者，應採用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並取得足供抵

換污染物增量之排放量。 

(八 ) 部分污染源未在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範圍，或者並無

對應之排放係數可採用時，若公私場所於個案申請時

要求納入計算，是否可行 ? 

說明： 

若有前述問題，非屬現行空氣污染防制費相關規範之污染源，

亦不在總量管制之認可範圍。 

(九 )公私場所組織架構改變，其持有之認可量應如何處置 ? 

如已停工一年以上 (排放量申報已解除列管 )之公私場

所是否仍需進行排放量認可申請 ? 

說明： 

公私場所原屬排放量認可列管對象，倘於公告實施總量管制前

即已辦理許可異動或變更申請，其雖於公告日後方取得操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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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檢具相關文件佐證解除排放量認可申請。原為排放量申報對象，

但於公告實施總量管制後始辦理許可申請事項之公私場所，則仍應

依規定進行排放量認可申請。 

(十 ) 若設置許可證時引用空污費係數計算，操作許可證申

請時改用試車檢測報告回推，若認可排放量因不同估

算基礎而降低，其認可排放量可會回收 ? 

說明： 

公私場所於公告總量管制前，已取得設置許可證則屬既存固定

污染源，應於取得操作許可證後，確認是否達排放量申報門檻，若

達排放量申報門檻即為排放量認可對象，公私場所應依規定進行排

放量認可申請作業，不應有認可排放量回收問題。 

(十一 ) 本廠之舊地址位於高雄縣，目前已遷徙至高雄市仁

武工業區內，雖地址與管制編後改變，但新舊製程污

染源設置均相同，是否可以舊廠之申報結果來認可 ? 

說明： 

公私場所因基本資料異動等因素，致管制編號已改變，依規定

無法承襲舊有管制編號之排放量資料，若有排放量資料代表性不足

之問題，應依規定以個案申請。 

(十二 ) 如果工廠只有拿到工業局的臨時廠登算是既存或是

新設 ?  

說明： 

依「既存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準則」第 2條第 2項規

定，既存固定污染源係指中央主管機關分期分區公告實施總量管制

之日前，已設立、已申請設置許可證或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且

於通過 3年內實施開發行為之固定污染源。前述已設立係指已取得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或營運之相關證明文件。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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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核發之臨時工廠登記證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證明文件之一，屬總

量管制所定之既存固定污染源。 

(十三 )以歷史前 7 年資料申請，若申請時間點為 105 年，

前 7 年是維持 97-103 年或 98-104 年 ?  

說明： 

依「既存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準則」第 3條第 1項規

定，公私場所排放量認可是取申請日前 7年，基此，申請時間點為

105年，則取 98-104年之其中一年為認可年度。 

(十四 )工廠原本屬於排放量申報第 2 批對象，但於今年未

公告總量時已申請許可異動，今年 7 月取得操作許可

證時，已不屬於排放量申報第 2 批對象，請問這樣還

需要申請排放量認可 ? 

說明： 

公私場所於公告實施總量管制前已辦理許可申請事項，於公告

實施日後方取得操作許可，且非屬排放量申報對象，則公私場所亦

非屬排放量認可申請對象，公私場所應於排放量認可申請期限前，

檢具解除排放量認可說明、許可證及其他地方主管機關所定文件，

函文向地方主管機關核備解除排放量認可申請作業，地方主管機關

核可後，應通知平台管理單位解除公私場所申請義務；反之，原為

排放量申報對象，但於公告實施總量管制後辦理許可申請事項之公

私場所，則仍應依規定進行排放量認可申請。 

(十五 ) 如果是新設的工廠，已拿到設置證但還沒拿到操

作許可證，怎麼確認要不要作排放量認可 ? 

說明： 

公私場所於公告總量管制前，已取得設置許可證則屬既存固定

污染源，應於取得操作許可證後，確認是否達排放量申報門檻，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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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排放量申報門檻即為排放量認可對象，公私場所應依規定進行排

放量認可申請作業。 

(十六 ) 工廠應於總量實施後 1 年內進行排放量認可，可用

前 7 年的排放量、空污費申報結果為依據，但 104 年

的排放量，環保局通常會在 105 年的 9 月才完成排放

量審查等作業，但認可應完成的時間是在 105 年的 6

月，如此 104 年的排放量或空污費結果尚未完成審查，

是不是就不能用 ?如 104 年申報結果不能用，那工廠

的權益將受損。  

說明： 

依「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及「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

污染物排放量申報管理辦法」規定，公私場所於每年 1月底前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前 1年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基此，建

議欲採用 104年申報資料之公私場所，應於 105年 2月底前向地方

主管機關報備，本署將協調地方主管機關個案優先審理，並盡速於

4月底前完成核定，避免影響業者權益。 

(十七 ) 認可之後，若有空污費規定的修正，認可量要不要

跟著改 ?以前 97-100 年的申報範圍沒有包含冷卻水塔、

儲槽清運等排放量，要如何補算 ?日後若有申報範圍

擴大，認可量是不是要加還給業者 ? 

說明： 

公私場所取得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文件後，日後若法規修正而導

致估算基礎改變，則污染物認可文件不隨之修正，惟因法規修正導

致估算基礎與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文件不一致，地方主管機關不得以

此無法符合目標年排放量進行處分，地方主管機關指定削減及目標

年排放量檢核，其估算基礎應回歸與污染物認可文件一致。 

(十八 )若公私場所製程繁多，可否以不同製程分別選擇前



既存固定污染源排放量認可申請審查作業問答集 

 7 

7 年的量、環評認可或個案認可的方式呢 ? 

說明： 

依「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計畫」規定，各管制污染物

之申請認可年度應為同一年度。基此，公私場所若部分製程為環境

影響評估者，建請依「既存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準則」第

3條第 2項規定，以個案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 

(十九 )以歷史 7 年排放資料申請認可是否仍需要上傳文件 ? 

說明： 

依「既存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準則」第 4條規定，公

私場所申請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應檢具申請表及排放量相關佐證資

料。但公私場所依第 3條第 1項規定申請者，得免附排放量相關佐

證資料。然部分年度 SOx或 NOx之空污費排放量與實際排放情形

不符之公私場所，若以收費辦法、申報辦法規定重新計算個別污染

物排放量者，不在認可準則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之免附排放量相關佐

證資料對象內。 

二二二二、、、、指定削減規定指定削減規定指定削減規定指定削減規定  

(一 ) 固定污染源達到指定削減規定的方式有哪些 ? 

說明： 

固定污染源可採行之防制措施，如：採用低污染製程、低污染

性原(物)料或燃料、增設防制設施或提升防制效率、拆除或停止使

用產生空氣污染物之設施等，透過自廠減量達到指定削減之目標，

亦可透過產能降載達到指定削減，前述方式若涉及與操作許可證時，

應依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二 ) 固定污染源無法達到指定削減規定應如何因應 ?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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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削減之空氣污染物無法削減時，公私場所得以具有相同空

氣品質維護效益之不同空氣污染物種類削減，其應檢具替代方案

（含事由、被替代與替代之空氣污染物種類與削減量、替代削減量

達成方式及期程與其他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及空氣品質模式

模擬結果、國外空氣污染物抵換相關文獻或相關科學評估證據，向

地方主管機關申請以不同空氣污染物之削減量替代。 

 (三 ) 若使用不同計算方式達到指定削減目標，該如何認

定 ? 

說明： 

指定削減目標之檢核時，其估算基礎應與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文

件一致，整廠確認是否達指定削減目標，不應有以不同計算方式達

到指定削減目標之可能性。 

(四 ) 指定削減目標為 5%，是指每一製程都需減認可排放

量之 5%嗎 ? 

說明： 

指定削減目標為 5%係以整廠檢視，非以每一製程或每一污染

源足一檢視是否有 5%之削減量，公私場所需於當期程結束前四季

整廠之實際排放量符合目標年排放量即可。 

(五 ) 總量計畫中提及得以具有相同空氣品質維護效益不同

污染物削減，須以空品模擬、科學驗證或國外抵換文

獻佐證，相關資訊應從何取得 ? 

說明： 

空品模擬應依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辦理，而本署相關規範或

美國環保署所定之抵換方式皆可列為抵換文獻。 

(六 )高屏總量管制區內，同一法人有 3 家工廠，若其中 1

家工廠無法達成 5%的指定削減，是否可增加其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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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工廠的指定削減責任，用以其無法達成削減 5%的

問題 ? 

說明： 

依本署排放量認可準則、抵換交易辦法均係以公私場所(同一

管制編號)下規範相關認可排放量、指定削減及削減量差額，指定

削減仍應依相關規定辦理。認可排放量係以歷史前7年最大量認定，

且指定削減可由同一管制編號下以全廠來進行削減，工廠即可彈性

運用調整，故同一法人不同管制編號之公私場所不可共同負擔指定

削減責任。 

(七 )採個案認可時可檢具許可證活動強度證明，以 80%產

能的方式申請認可排放量， 80%怎麼來的 ?有無條文

規範，為何不是用 100%，是不是有損民眾的權益。  

說明： 

依「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第 18條規定，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依第 16條進行試車或檢測時，與空氣污染物

排放有關之操作條件應達操作許可證申請最大產量、原(物)料及燃

料使用量 80%以上；無法達 80%以上者，應以試車或檢測時之實際

操作條件之 1.2倍，作為操作許可證核定內容。基此，公私場所若

申請日前7年內實際最大產能未達操作許可證核定80%之既存固定

污染源，得個案提出申請，並建議以操作許可證核定 80%之產能計

量，地方主管機關仍得依公私場所實際排放現況，至多認可操作許

可證產能之 8成。 

(八 )目標年排放量是用最後四季時既排放量檢核，是否需

於期程結束後，提具其他佐證文件來證明 ? 

說明： 

依「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計畫」規定，既存固定污染

源於第一期程結束前最後完整四季之實際排放量，應符合地方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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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所定之目標年排放量；前述實際排放量，硫氧化物、氮氧化物

及揮發性有機物依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規定、粒狀污染物依公

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申報管理辦法規定之排放量

計算方式。基此，公私場所應依規定定期申報排放資料，無須額外

提報相關文件，地方主管機關則以申報審查後之排放資料進行指定

削減目標符合度檢核。 

(九 )認可申請期限是 105 年年中，待環保局審完可能已是

105年年底，而檢核時程是 106年第 2-4季及 107年第

1 季，如此業者的改善時程只有 106 年第 1 季，改善

時間太短，是不是可以把檢核時程往後延 1 季 (106 年

第 3-4 季及 107 年第 1-2 季 )，讓業者有多一點的空

間。  

說明： 

考量不影響業者權益為前提，第 1期程最後完整四季之實際排

放量訂為 106年第 3-4季及 107年第 1-2季。 

三三三三、、、、申請程序申請程序申請程序申請程序  

(一 ) 以空氣污染防制費及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

排放量申報管理辦法之申報資料提出申請，還需要向

地方主管機關寄送申請表嗎 ?若非以前述方式申請，

應檢附那些資料 ? 

說明： 

以空氣污染防制費及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申報管理辦法之申報資料提出申請者，應正式函文並檢具申請表及

個別污染源之污染物年排放量清單(詳附件)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倘以其他方式提出申請者，除正式函文並檢具申請表外，應完

整填寫附件之文件列表與申請依據表單後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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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排放量認可申請期限為總量管制公告實施後一年內完

成，是否包含補正、審查時程 ? 

說明： 

依「既存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準則」第二條第一項規

定，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量管制區內，公私場所具有中央主管

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指定公告之既存固定污染源者，應自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二條公告實施總量管制之日起一年內，依

本準則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認可其全廠（場）及個別污染源之

污染物年排放量。因此，公私場所於期限內完成申請作業即可。 

(三 ) 排放量認可作業申請完成後，日後倘公私場所非屬排

放量申報對象，其污染物認可文件是否廢止 ?可向地

方主管機關申請免除總量管制之限制 ? 

說明：  

公私場所於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文件核發後，除公私場

所關廠、歇業或解散外，應符合總量管制規範。  

(四 )倘公私場所公告實施總量管制時非屬排放量申報對象，

公告實施總量管制之後方為排放量申報對象，其排放

量認可申請之時間點及規範為何 ? 

說明：  

公私場所於公告實施總量管制後方為排放量申報對象，

納入下一期程排放量認可申請對象。  

(五 ) 許可審查機關非為地方主管機關時，其污染物排放量

認可文件納入許可之作業程序應如何連動 ? 

說明：  

地方主管機關完成排放量認可審查後，應通知公私場

所領取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文件，同時地方主管機關應一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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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文件結果副知許可審查機關，許可審

查機關於公私場所辦理許可申請事項，應列為公私場所檢

附文件之一，將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文件納入操作許可證。  

(六 ) 部分區域或公私場所已有環評承諾值，與總量管制規

範熟先熟後 ? 

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規範與總量管制規範係基於不同管制精

神，前者係因應開發所造成之污染評估與承諾，後者係因

應空氣品質區之管理需求，無熟先熟後之分，公私場所皆

須符合前述規範。  

(七 ) 排放量認可申請作業完成審查後，倘資料有誤繕，如

何修正 ? 

說明： 

若不涉及排放資料，公私場所應函文地方主管機關，說明誤繕

之處，經地方主管機關確認屬實後，重新換補發認可文件，倘涉及

排放資料有異時，公私場所應函文所轄之地方主管機關，說明排放

量資料差異緣由，於地方主管機關確認排放量資料差異緣由屬實後，

地方主管機關撤銷認可文件後，通知公私場所限期重新提出申請案

件，若屆期未完成申請者，逕依認可準則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八 ) 公私場所於公告實施總量管制前屬排放量申報對象，

若於公告實施總量管制前已申請操作許可證，但於公

告實施總量管制後核發，但已非屬排放量申報對象者，

是否可免除排放量認可申請之責任 ? 

說明： 

公私場所若申請許可異動時間點為公告總量管制前，應於排放

量認可申請作業期限前檢具說明，函文向地方主管機關核備免除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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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認可申請作業，地方主管機關核備後應通知平台管理單位解除

公私場所申請義務。 

(九 ) 原許可證達應申報排放量規模，但目前已分列兩張許

可證且均未達排放量規模，還需要進行排放量認可

嗎 ? 

說明： 

若前述一張許可證分列2張許可證之動作係於公告實施前已辦

理，則函文向地方主管機關核備免除排放量認可申請作業，地方主

管機關核備後應通知平台管理單位解除公私場所申請義務。 

(十 )排放量有疑義之情況下，若公私場所漏列污染源設備，

欲將其排放量補列於認可量，請問該污染源設備引用

之計算係數，係以認可年當時之係數亦或是現有之空

污費係數計算 ? 

說明： 

公私場所以個案提出申請時，應以現行空污費計量方式計算，

方能貼近公私場所之實際排放量。 

四四四四、、、、管理平台操作管理平台操作管理平台操作管理平台操作  

(一 ) 自願申請對象，但未具有固定污染源資訊管理系統之

帳號與密碼，應如何申請 ? 

說明： 

自願申請對象應具有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因此於許可證申

請時，即具有固定污染源資訊管理系統之帳號及密碼，以該帳密進

行污染物排放量認可申請即可，惟須函請所轄之地方主管機關將公

私場所納入應排放量認可名單後，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備後，通知平

台管理單位直接於管理平台開放權限予公私場所進行線上申請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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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一 ) 何謂總量管制？  

說明： 

總量管制是分別就符合及不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空品區進一

步強化空氣污染減量工作，藉由掌握總量管制區域之排放總量，以

此作為基線，於各實施期程訂定各污染源及空氣污染物之減量目標，

並依目標削減排放量，以達管制需求與空氣品質之期待。 

(二 ) 總量管制之污染物種類？  

說明： 

目前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計畫之管制空氣污染物物

種為粒狀污染物(簡稱 TSP)、硫氧化物(簡稱 SOx)、氮氧化物(簡稱

NOx)及揮發性有機物(簡稱 VOCs)；未來其他地區推動總量管制時，

會依該區域之空氣品質現況，評估管制之污染物種類。 

(三 ) 為何優先於高屏地區推動總量管制？  

說明： 

高屏地區重工業密集，加諸地形及氣候條件交互影響，可吸入

性懸浮微粒及臭氧平均濃度長年高於全台其他地區，是目前全國唯

一懸浮微粒與臭氧均不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區域，為加速改善高屏

地區空氣品質，優先擇定高屏區域實施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 

(四 ) 實施總量管制後，高屏地區業者應立即配合事項為

何 ?  

說明： 

總量管制公告實施後，屬空污法第 21條第 1項指定公告之既

存固定污染源(即排放量申報第 1-2批對象)，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

請認可其管制污染物排放量，地方主管機關依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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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管制計畫修(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後，公私場所依污防書之

各期程目標削減其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五 ) 為何總量管制計畫僅針對工廠 (固定污染源 )管制？  

說明： 

1. 空污法第 8條授權環保署視空氣品質改善需求實施總量管制，

針對固定污染源訂定管制規範，並依同法第 9條規定，透過交

易及拍賣機制誘使各類排放源減量。 

2. 高屏地區總量管制計畫之空氣污染管制策略是全面考量固定、

移動及逸散污染源管制，提供主管機關多元之管制措施，如：

新車管制、使用中車輛管制、潔淨燃料推動、低污染車輛推廣、

交通管理措施、道路揚塵改善、抑制河川揚塵等，並不限定管

制固定污染源。 

(六 ) 總量管制有何經濟誘因？  

說明： 

1. 既存固定污染源依總量管制目標減量時，若公私場所採行防制

措施後之實際排放量低於主管機關指定之目標年排放量時，其

差額可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削減量差額認可，未來可作為擴廠

之用，或透過交易回收防制措施成本等。 

2. 地方主管機關亦可依空污法第 17條第 3項規定檢討修正收費

費率，促使公私場所污染減量意願提高。 

(七 ) 高屏地區總量管制之預期成效 ?  

說明： 

1. 環境效益面，第一期程規範既存固定污染源指定削減為 5%，

並配合固定、移動與逸散污染源行政管制策略，降低高屏地區

空氣污染排放總量，以達改善空氣品質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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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效益面，針對既存固定污染源指定削減，促進老舊工廠提

升防制措施或進行設備汰舊換新，另亦增加綠色產業引進高屏

地區之誘因，創造就業機會及相關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