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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貳貳貳貳

許可申請時機及應檢附文件許可申請時機及應檢附文件許可申請時機及應檢附文件許可申請時機及應檢附文件

許可文件審查原則許可文件審查原則許可文件審查原則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参参参参 固定污染源新增修訂法規說明固定污染源新增修訂法規說明固定污染源新增修訂法規說明固定污染源新增修訂法規說明



壹、許可申請時機及應檢附文件

1.換發或補發換發或補發換發或補發換發或補發

許可證因許可證因許可證因許可證因毀損毀損毀損毀損、、、、滅失滅失滅失滅失或或或或登載基本資料異動者登載基本資料異動者登載基本資料異動者登載基本資料異動者(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包含包含包含包含：：：：負責人異動負責人異動負責人異動負責人異動、、、、公司組織合併或更換公司名稱公司組織合併或更換公司名稱公司組織合併或更換公司名稱公司組織合併或更換公司名稱) 

應於事實應於事實應於事實應於事實發生後發生後發生後發生後60日日日日內提出申請內提出申請內提出申請內提出申請

以網路傳輸方式以網路傳輸方式以網路傳輸方式以網路傳輸方式，，，，須檢附表須檢附表須檢附表須檢附表AP-Z(申請檢核表申請檢核表申請檢核表申請檢核表) 、、、、表表表表C(
基本資料表基本資料表基本資料表基本資料表) 、、、、表表表表AP-D(差異對照表差異對照表差異對照表差異對照表) 、、、、原許可證原許可證原許可證原許可證首次首次首次首次
頁頁頁頁及負責人及負責人及負責人及負責人身分證影本身分證影本身分證影本身分證影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
等相關資料影本等相關資料影本等相關資料影本等相關資料影本，，，，一式四份一式四份一式四份一式四份。。。。

申請時機申請時機申請時機申請時機

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申請項目申請項目申請項目申請項目

壹、許可申請時機及應檢附文件

2.新設設置新設設置新設設置新設設置

指定公告指定公告指定公告指定公告第一批第一批第一批第一批至至至至第八批第八批第八批第八批新設立固定污染源新設立固定污染源新設立固定污染源新設立固定污染源

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技師簽證技師簽證技師簽證技師簽證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

申請項目申請項目申請項目申請項目

申請時機申請時機申請時機申請時機

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

3.變更變更變更變更

達達達達「「「「固定污染源設置或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固定污染源設置或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固定污染源設置或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固定污染源設置或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第第第第3條條條條規定者規定者規定者規定者

應於應於應於應於事實發生前事實發生前事實發生前事實發生前提出申請提出申請提出申請提出申請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1. 增加空氣污染物排放種類
2. 年許可排放量增加達20%及

5公噸
3. 增加規模達一定量
4. 增加15公噸，全廠許可排放

量達一定量



壹、許可申請時機及應檢附文件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次 行業別 類別 適用對象 製 程 別 公告條件說明 備 註
三 瀝 青 拌 合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第二類 已 設 立 固 定
污染源

瀝青 拌合 程
序

從事瀝青拌合，且具有乾燥爐者。

三 農 藥 及 環 境 衛
生 用 藥 製 品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之行業

第一類 新 設 、 變 更
及 已 設 立 固
定污染源

農藥 及環 境
衛生 用藥 製
造程序

一、以化學合成方法，從事殺蟲劑、殺菌
劑、殺鼠劑、除草劑或其他農藥、環
境衛生用藥之生產者。

二、僅從事摻配或分裝作業者，不在此限。

三 耐 火 材 料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行業

第一類 新 設 、 變 更
及 已 設 立 固
定污染源

耐火 物製 造
程序

以金屬氧化物或矽石(如二氧化矽)為原料，
在攝氏三百度以上作業溫度下，從事耐高
溫特殊性之保溫斷熱、定型及不定型耐火
材料之生產者。

三 輪 胎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第一類 新 設 、 變 更
及 已 設 立 固
定污染源

輪胎 製造 程
序

一、以天然或合成橡膠為原料，從事輪胎
之生產者。

二、僅從事再生輪胎作業者，不在此限。

三 聚 氯 乙 烯 合 成
皮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程序之行業

第一類 新 設 、 變 更
及 已 設 立 固
定污染源

聚氯 乙烯 合
成皮 製造 程
序

以聚氯乙烯為原料，從事聚氯乙烯合成皮
之生產，總設計或總實際產量為五百公噸
／年或一百萬碼／年以上者。

4

壹、許可申請時機及應檢附文件

4.操作許可證操作許可證操作許可證操作許可證

� 指定公告指定公告指定公告指定公告第一批第一批第一批第一批至至至至第八批第八批第八批第八批新設立固定污染源新設立固定污染源新設立固定污染源新設立固定污染源

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文文文文
件影本件影本件影本件影本、、、、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說明書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說明書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說明書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說明書及及及及試車計畫書試車計畫書試車計畫書試車計畫書等等等等

申請項目申請項目申請項目申請項目

申請時機申請時機申請時機申請時機

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

應於取得應於取得應於取得應於取得設置許可證設置許可證設置許可證設置許可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後提後提後提後提
出申請出申請出申請出申請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壹、許可申請時機及應檢附文件

5.操作異動第一款操作異動第一款操作異動第一款操作異動第一款

� 製程製程製程製程、、、、設施或操作條件異動設施或操作條件異動設施或操作條件異動設施或操作條件異動，，，，且未涉及變更者且未涉及變更者且未涉及變更者且未涉及變更者
� 非屬非屬非屬非屬換發換發換發換發及及及及異動二款異動二款異動二款異動二款案案案案，，，，皆為皆為皆為皆為異動一款異動一款異動一款異動一款
� 推估推估推估推估未增加未增加未增加未增加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者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者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者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者，，，，得不重新進行檢測得不重新進行檢測得不重新進行檢測得不重新進行檢測

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空氣污染防制設施差異說明書差異說明書差異說明書差異說明書
、、、、異動所需之異動所需之異動所需之異動所需之工程期程工程期程工程期程工程期程及及及及試車計畫書試車計畫書試車計畫書試車計畫書等等等等

申請項目申請項目申請項目申請項目

申請時機申請時機申請時機申請時機

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

應於應於應於應於事實發生前事實發生前事實發生前事實發生前提出申請提出申請提出申請提出申請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壹、許可申請時機及應檢附文件

6.操作異動第二款操作異動第二款操作異動第二款操作異動第二款

� 改用改用改用改用低污染性原低污染性原低污染性原低污染性原(物物物物)料料料料或或或或燃料燃料燃料燃料、、、、拆除拆除拆除拆除或或或或停止使用停止使用停止使用停止使用產產產產
生污染之設施生污染之設施生污染之設施生污染之設施、、、、增設防制設施增設防制設施增設防制設施增設防制設施或或或或提升防制效率提升防制效率提升防制效率提升防制效率者者者者

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空氣污染防制設施差異說明書差異說明書差異說明書差異說明書
、、、、空氣污染空氣污染空氣污染空氣污染減量措施減量措施減量措施減量措施或或或或控制設備控制設備控制設備控制設備等等等等

申請項目申請項目申請項目申請項目

申請時機申請時機申請時機申請時機

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

應於應於應於應於事實發生後事實發生後事實發生後事實發生後30日內日內日內日內提出申請提出申請提出申請提出申請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壹、許可申請時機及應檢附文件

7.展延展延展延展延

許可證期限屆滿仍繼續使用者許可證期限屆滿仍繼續使用者許可證期限屆滿仍繼續使用者許可證期限屆滿仍繼續使用者

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空氣污染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空氣污染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空氣污染以網路傳輸方式及連同空氣污染防制措施說明書防制措施說明書防制措施說明書防制措施說明書、、、、包包包包
含含含含展延專用之表展延專用之表展延專用之表展延專用之表AP-Z、、、、1年內檢測報告核備函年內檢測報告核備函年內檢測報告核備函年內檢測報告核備函及及及及檢測檢測檢測檢測
報告書報告書報告書報告書等文件提出申請等文件提出申請等文件提出申請等文件提出申請

申請項目申請項目申請項目申請項目

申請時機申請時機申請時機申請時機

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

應於應於應於應於屆滿前屆滿前屆滿前屆滿前3～～～～6個月內個月內個月內個月內提出申請提出申請提出申請提出申請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1. 公私場所公私場所公私場所公私場所負責人以工廠登記證負責人以工廠登記證負責人以工廠登記證負責人以工廠登記證（（（（或或或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公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公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公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公文））））登登登登
載之負責人為主載之負責人為主載之負責人為主載之負責人為主，，，，且該表格負責人須親自親筆簽名且該表格負責人須親自親筆簽名且該表格負責人須親自親筆簽名且該表格負責人須親自親筆簽名，，，，倘倘倘倘非負責人親非負責人親非負責人親非負責人親
自簽名自簽名自簽名自簽名委由其他主管委由其他主管委由其他主管委由其他主管，，，，須另行檢附須另行檢附須另行檢附須另行檢附授權書授權書授權書授權書。。。。

許可證申請檢核表許可證申請檢核表許可證申請檢核表許可證申請檢核表(表表表表AP-Z)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差異對照表差異對照表差異對照表差異對照表(表表表表AP-D)
1. 有關負責人基本資料有關負責人基本資料有關負責人基本資料有關負責人基本資料、、、、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名稱、、、、管制編號等異動管制編號等異動管制編號等異動管制編號等異動，，，，應填寫於基本應填寫於基本應填寫於基本應填寫於基本

資料欄位資料欄位資料欄位資料欄位，，，，並詳細說明並詳細說明並詳細說明並詳細說明。。。。

2.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原原原原(物物物物)料料料料、、、、產品產品產品產品、、、、燃料燃料燃料燃料、、、、製程設施製程設施製程設施製程設施(含儲槽含儲槽含儲槽含儲槽、、、、裝載場裝載場裝載場裝載場、、、、廢水處理場廢水處理場廢水處理場廢水處理場
)、、、、防制設施防制設施防制設施防制設施、、、、排放管道排放管道排放管道排放管道等相關資料之變動等相關資料之變動等相關資料之變動等相關資料之變動，，，，應填寫於許可證內容之應填寫於許可證內容之應填寫於許可證內容之應填寫於許可證內容之
相關欄位相關欄位相關欄位相關欄位，，，，並詳實將變動前後之相關內容完整呈現並詳實將變動前後之相關內容完整呈現並詳實將變動前後之相關內容完整呈現並詳實將變動前後之相關內容完整呈現。。。。

3.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年排放量變動年排放量變動年排放量變動年排放量變動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應填寫於許可證內容之應填寫於許可證內容之應填寫於許可證內容之應填寫於許可證內容之其他欄位其他欄位其他欄位其他欄位，，，，將異動將異動將異動將異動
或變更前後排放量確實呈現或變更前後排放量確實呈現或變更前後排放量確實呈現或變更前後排放量確實呈現。。。。

4. 倘若公私場所尚有其他需補充說明事項倘若公私場所尚有其他需補充說明事項倘若公私場所尚有其他需補充說明事項倘若公私場所尚有其他需補充說明事項，，，，可自行新增頁次填寫相關可自行新增頁次填寫相關可自行新增頁次填寫相關可自行新增頁次填寫相關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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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差異對照表差異對照表差異對照表差異對照表(表表表表AP-D)

10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1. 工廠名稱應與以取得之工廠名稱應與以取得之工廠名稱應與以取得之工廠名稱應與以取得之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所列名稱完全一致所列名稱完全一致所列名稱完全一致所列名稱完全一致。。。。

2. 工廠地址工廠地址工廠地址工廠地址、、、、負責人住址等欄位負責人住址等欄位負責人住址等欄位負責人住址等欄位，，，，請依檢附佐證資料確實填寫相關欄請依檢附佐證資料確實填寫相關欄請依檢附佐證資料確實填寫相關欄請依檢附佐證資料確實填寫相關欄
位位位位，，，，且且且且佐證資料之地址若含區佐證資料之地址若含區佐證資料之地址若含區佐證資料之地址若含區、、、、里里里里、、、、鄰鄰鄰鄰、、、、巷巷巷巷、、、、弄等弄等弄等弄等，，，，則應一併完成則應一併完成則應一併完成則應一併完成
填寫填寫填寫填寫。。。。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倘佐證資料文件倘佐證資料文件倘佐證資料文件倘佐證資料文件以以以以““““臺臺臺臺””””呈現呈現呈現呈現，，，，則本表請以相同字體則本表請以相同字體則本表請以相同字體則本表請以相同字體
呈現呈現呈現呈現，，，，請勿以簡寫字請勿以簡寫字請勿以簡寫字請勿以簡寫字““““台台台台””””撰寫撰寫撰寫撰寫。。。。

3. 聯絡人姓名聯絡人姓名聯絡人姓名聯絡人姓名、、、、代理人姓名應不得提報同一人代理人姓名應不得提報同一人代理人姓名應不得提報同一人代理人姓名應不得提報同一人，，，，代理人意指聯絡人之代理人意指聯絡人之代理人意指聯絡人之代理人意指聯絡人之
代理人代理人代理人代理人。。。。

4.4.4.4. 倘若業者提供之負責人與檢附供參之相關資料不相符倘若業者提供之負責人與檢附供參之相關資料不相符倘若業者提供之負責人與檢附供參之相關資料不相符倘若業者提供之負責人與檢附供參之相關資料不相符，，，，則應檢附則應檢附則應檢附則應檢附授授授授
權書權書權書權書、、、、派職令派職令派職令派職令等佐證資料供參等佐證資料供參等佐證資料供參等佐證資料供參。。。。另外另外另外另外，，，，若負責人屬若負責人屬若負責人屬若負責人屬外國人士外國人士外國人士外國人士，，，，則應則應則應則應
檢附檢附檢附檢附護照護照護照護照作為佐證作為佐證作為佐證作為佐證。。。。

5. 有關大門位置之經緯座標有關大門位置之經緯座標有關大門位置之經緯座標有關大門位置之經緯座標，，，，建議至行政院環保署環境地理資訊系統建議至行政院環保署環境地理資訊系統建議至行政院環保署環境地理資訊系統建議至行政院環保署環境地理資訊系統(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gis.epa.gov.tw/newIndex.aspx)或經濟部國土資料系統或經濟部國土資料系統或經濟部國土資料系統或經濟部國土資料系統(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ngis.moea.gov.tw/ngisfxweb/Default.aspx)，，，，以以以以二度分帶二度分帶二度分帶二度分帶TM2-TWD97
進行定位進行定位進行定位進行定位。。。。

公私場所基本資料表公私場所基本資料表公私場所基本資料表公私場所基本資料表(表表表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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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公私場所基本資料表公私場所基本資料表公私場所基本資料表公私場所基本資料表(表表表表C)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6. 作業用地總面積作業用地總面積作業用地總面積作業用地總面積、、、、作業總樓板面積兩者資料合理性作業總樓板面積兩者資料合理性作業總樓板面積兩者資料合理性作業總樓板面積兩者資料合理性，，，，若作業用地為若作業用地為若作業用地為若作業用地為
二樓以上二樓以上二樓以上二樓以上，，，，作業總樓板面積應大於作業用地總面積作業總樓板面積應大於作業用地總面積作業總樓板面積應大於作業用地總面積作業總樓板面積應大於作業用地總面積。。。。

公私場所基本資料表公私場所基本資料表公私場所基本資料表公私場所基本資料表(表表表表C)

7. 因公私場所基本資料表是以線上申請資料表為主因公私場所基本資料表是以線上申請資料表為主因公私場所基本資料表是以線上申請資料表為主因公私場所基本資料表是以線上申請資料表為主，，，，故故故故專責人員應設專責人員應設專責人員應設專責人員應設
置等級置等級置等級置等級及及及及批次批次批次批次、、、、適用空氣污染防制相關法規適用空氣污染防制相關法規適用空氣污染防制相關法規適用空氣污染防制相關法規等欄位等欄位等欄位等欄位，，，，請以請以請以請以““““全廠全廠全廠全廠””””
需符合之規定進行填寫需符合之規定進行填寫需符合之規定進行填寫需符合之規定進行填寫。。。。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製程資料表製程資料表製程資料表製程資料表(表表表表AP-M)
1. 製程必須使用之物料製程必須使用之物料製程必須使用之物料製程必須使用之物料，，，，但但但但並不會生成空氣污染物之物料並不會生成空氣污染物之物料並不會生成空氣污染物之物料並不會生成空氣污染物之物料，，，，仍須填寫仍須填寫仍須填寫仍須填寫

最大年使用量最大年使用量最大年使用量最大年使用量。。。。

2. 業者需提供製程使用包含兩種成分以上混合業者需提供製程使用包含兩種成分以上混合業者需提供製程使用包含兩種成分以上混合業者需提供製程使用包含兩種成分以上混合，，，，且有污染之虞之原且有污染之虞之原且有污染之虞之原且有污染之虞之原(物物物物)
料料料料、、、、燃料及產品之燃料及產品之燃料及產品之燃料及產品之物質安全資料表物質安全資料表物質安全資料表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燃料燃料燃料燃料(電力除外電力除外電力除外電力除外)均須提均須提均須提均須提
供供供供最大含硫份最大含硫份最大含硫份最大含硫份(%) 、、、、組成成份分析組成成份分析組成成份分析組成成份分析之佐證資料之佐證資料之佐證資料之佐證資料。。。。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糖蜜、植物油
不會產生污染物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製程資料表製程資料表製程資料表製程資料表(表表表表AP-M)
3. 請另頁增列請另頁增列請另頁增列請另頁增列日日日日/小時或批次用量小時或批次用量小時或批次用量小時或批次用量範圍範圍範圍範圍。。。。【【【【時時時時(批批批批)用量請與表用量請與表用量請與表用量請與表AP-M(續一續一續一續一)

與表與表與表與表AP-E一致達質量平衡一致達質量平衡一致達質量平衡一致達質量平衡】】】】。。。。

註註註註：：：：工廠操作為批次操作須另外提報批次操作量工廠操作為批次操作須另外提報批次操作量工廠操作為批次操作須另外提報批次操作量工廠操作為批次操作須另外提報批次操作量，，，，每批操作時間每批操作時間每批操作時間每批操作時間，，，，每年操作幾批每年操作幾批每年操作幾批每年操作幾批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製程說明表製程說明表製程說明表製程說明表(表表表表AP-M(續一續一續一續一))
1. 相同操作形式之設備相同操作形式之設備相同操作形式之設備相同操作形式之設備，，，，請勿將其繪製於同一欄位請勿將其繪製於同一欄位請勿將其繪製於同一欄位請勿將其繪製於同一欄位(如如如如

E001~E002→A001~A002→P001~P002)，，，，應將其分開繪製應將其分開繪製應將其分開繪製應將其分開繪製，，，，以利許可以利許可以利許可以利許可
審查判斷其為並聯或串聯設施及釐清其物質與廢氣流向審查判斷其為並聯或串聯設施及釐清其物質與廢氣流向審查判斷其為並聯或串聯設施及釐清其物質與廢氣流向審查判斷其為並聯或串聯設施及釐清其物質與廢氣流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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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化製程石化製程石化製程石化製程應於製程說明中提供應於製程說明中提供應於製程說明中提供應於製程說明中提供製程之化學反應式製程之化學反應式製程之化學反應式製程之化學反應式。。。。

3. 現場現場現場現場各污染源設備及防制設備編號各污染源設備及防制設備編號各污染源設備及防制設備編號各污染源設備及防制設備編號(廠內編號廠內編號廠內編號廠內編號)應與許可流程編號一致應與許可流程編號一致應與許可流程編號一致應與許可流程編號一致。。。。

4. 倘現場有設備但申請資料倘現場有設備但申請資料倘現場有設備但申請資料倘現場有設備但申請資料無編列污染源無編列污染源無編列污染源無編列污染源，，，，公私場所公私場所公私場所公私場所應說明未編列原因應說明未編列原因應說明未編列原因應說明未編列原因
，，，，並並並並備註於流程圖或製程說明中備註於流程圖或製程說明中備註於流程圖或製程說明中備註於流程圖或製程說明中。。。。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污染防制污染防制污染防制污染防制/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表表表表AP-G)
1. 倘製程之揮發性有機物含有倘製程之揮發性有機物含有倘製程之揮發性有機物含有倘製程之揮發性有機物含有甲苯甲苯甲苯甲苯、、、、二甲苯二甲苯二甲苯二甲苯、、、、苯苯苯苯、、、、乙苯乙苯乙苯乙苯、、、、苯乙烯苯乙烯苯乙烯苯乙烯、、、、二氯甲烷二氯甲烷二氯甲烷二氯甲烷、、、、

1,1-二氯乙烷二氯乙烷二氯乙烷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二氯乙烷二氯乙烷二氯乙烷、、、、三氯甲烷三氯甲烷三氯甲烷三氯甲烷(氯仿氯仿氯仿氯仿)、、、、1,1,1-三氯乙烷三氯乙烷三氯乙烷三氯乙烷、、、、四氯化碳四氯化碳四氯化碳四氯化碳、、、、
三氯乙烯三氯乙烯三氯乙烯三氯乙烯、、、、四氯乙烯四氯乙烯四氯乙烯四氯乙烯等等等等13種種種種物種物種物種物種，，，，應另外新增污染物種並計算該物種許可最應另外新增污染物種並計算該物種許可最應另外新增污染物種並計算該物種許可最應另外新增污染物種並計算該物種許可最
大年排放量大年排放量大年排放量大年排放量，，，，並應進行檢測並應進行檢測並應進行檢測並應進行檢測。。。。

2. 製程設備若為可能產生製程設備若為可能產生製程設備若為可能產生製程設備若為可能產生異味異味異味異味之特定製程之特定製程之特定製程之特定製程，，，，應將應將應將應將異味異味異味異味核定於表格中核定於表格中核定於表格中核定於表格中，，，，並進行檢並進行檢並進行檢並進行檢
測測測測。。。。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污染防制污染防制污染防制污染防制/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表表表表AP-G)
3. 有有有有環評承諾標準環評承諾標準環評承諾標準環評承諾標準或因表或因表或因表或因表AP-P(續一續一續一續一)計算計算計算計算排放口高度不足排放口高度不足排放口高度不足排放口高度不足自降標準者自降標準者自降標準者自降標準者，，，，

排放標準之欄位排放標準之欄位排放標準之欄位排放標準之欄位加註文字說明加註文字說明加註文字說明加註文字說明並填寫相關承諾限值並填寫相關承諾限值並填寫相關承諾限值並填寫相關承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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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廢氣排放量估算資料表廢氣排放量估算資料表廢氣排放量估算資料表廢氣排放量估算資料表(表表表表AP-G(續一續一續一續一))
1.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堆置場堆置場堆置場堆置場年排放量計算年排放量計算年排放量計算年排放量計算，，，，應以應以應以應以PEDCO作為計算基準作為計算基準作為計算基準作為計算基準，，，，且且且且車輛行經車輛行經車輛行經車輛行經

堆置場堆置場堆置場堆置場、、、、風吹蝕風吹蝕風吹蝕風吹蝕、、、、裝載裝載裝載裝載、、、、卸料卸料卸料卸料之防制效率認定之防制效率認定之防制效率認定之防制效率認定，，，，應依應依應依應依不同的防塵措不同的防塵措不同的防塵措不同的防塵措
施施施施給予不同之處理效率估算給予不同之處理效率估算給予不同之處理效率估算給予不同之處理效率估算。。。。

2. 排放管道排放管道排放管道排放管道、、、、儲槽儲槽儲槽儲槽、、、、接駁點接駁點接駁點接駁點、、、、油水分離池油水分離池油水分離池油水分離池、、、、污染源逸散等相關設施之污染源逸散等相關設施之污染源逸散等相關設施之污染源逸散等相關設施之
年排放量計算年排放量計算年排放量計算年排放量計算，，，，應以原操作許可證相同之推估依據計算異動前後其應以原操作許可證相同之推估依據計算異動前後其應以原操作許可證相同之推估依據計算異動前後其應以原操作許可證相同之推估依據計算異動前後其
年排放量增減情形說明年排放量增減情形說明年排放量增減情形說明年排放量增減情形說明。。。。倘若未依相同之推估依據倘若未依相同之推估依據倘若未依相同之推估依據倘若未依相同之推估依據，，，，則請以作為基則請以作為基則請以作為基則請以作為基
準之準之準之準之排放係數排放係數排放係數排放係數，，，，仍需分別重新計算異動前及異動後之年排放量仍需分別重新計算異動前及異動後之年排放量仍需分別重新計算異動前及異動後之年排放量仍需分別重新計算異動前及異動後之年排放量，，，，以以以以
利確認其年排放量增減情形利確認其年排放量增減情形利確認其年排放量增減情形利確認其年排放量增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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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01
(砂石堆置場)

推估許可排放量
PEDCO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廢氣排放量估算資料表廢氣排放量估算資料表廢氣排放量估算資料表廢氣排放量估算資料表(表表表表AP-G(續一續一續一續一))
3. 設備元件年排放量之計算設備元件年排放量之計算設備元件年排放量之計算設備元件年排放量之計算，，，，若為若為若為若為新設製程新設製程新設製程新設製程之設備元件之設備元件之設備元件之設備元件，，，，在尚未有在尚未有在尚未有在尚未有檢檢檢檢

測測測測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前前前前，，，，一律採用一律採用一律採用一律採用平均因子法平均因子法平均因子法平均因子法作為推估基準作為推估基準作為推估基準作為推估基準，，，，待書面審查核准進待書面審查核准進待書面審查核准進待書面審查核准進
行行行行試車檢測後試車檢測後試車檢測後試車檢測後，，，，再依該試車檢測結果再依該試車檢測結果再依該試車檢測結果再依該試車檢測結果以層次因子法以層次因子法以層次因子法以層次因子法做為排放量計算做為排放量計算做為排放量計算做為排放量計算
之依據之依據之依據之依據，，，，且且且且操作期程均以操作期程均以操作期程均以操作期程均以24小時小時小時小時/日日日日、、、、365日日日日/年計算年計算年計算年計算。。。。

具有設備元件製程於試車檢測或排放檢測須進行設備元件洩漏檢測具有設備元件製程於試車檢測或排放檢測須進行設備元件洩漏檢測具有設備元件製程於試車檢測或排放檢測須進行設備元件洩漏檢測具有設備元件製程於試車檢測或排放檢測須進行設備元件洩漏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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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污染防制污染防制污染防制污染防制/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表表表表AP-G(續二續二續二續二))
1. 應補充說明申請應補充說明申請應補充說明申請應補充說明申請製程原料製程原料製程原料製程原料、、、、燃料使用量燃料使用量燃料使用量燃料使用量或產品產量之定期紀錄頻率或產品產量之定期紀錄頻率或產品產量之定期紀錄頻率或產品產量之定期紀錄頻率

，，，，另另另另污染源及防制設備污染源及防制設備污染源及防制設備污染源及防制設備，，，，請依現場或法令規範所安裝之監測設施儀請依現場或法令規範所安裝之監測設施儀請依現場或法令規範所安裝之監測設施儀請依現場或法令規範所安裝之監測設施儀
表表表表，，，，將將將將設置位置設置位置設置位置設置位置及相關及相關及相關及相關操作記錄項目操作記錄項目操作記錄項目操作記錄項目、、、、記錄頻率記錄頻率記錄頻率記錄頻率及及及及更換耗材項目更換耗材項目更換耗材項目更換耗材項目，，，，
皆應自行彙整以表格方式呈現皆應自行彙整以表格方式呈現皆應自行彙整以表格方式呈現皆應自行彙整以表格方式呈現。。。。

設 備 (編號) 監測儀表 紀 錄 項 目 紀 錄 頻 率 紀 錄 申
報

M03金屬電鍍處
理程序

－ 原物料量、產品
量、燃料

每日紀錄一
次

定期紀錄
彙整相關
數據，並
將報表保
存五年以
上，以備
主管機關
備查。

烘 乾 設 備 (E225) 、
除氫爐(區)(E223)

溫度計(各
1組)

溫度

洗滌塔(A201)

pH計 經洗滌器後洗滌
液PH值

每日紀錄一
次壓降表 洗滌器壓降

流量計(3
組)

洗滌液流率

－
洗滌液更換量 每星期記錄

一次

氫氧化鈉加藥量 每日紀錄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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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儀表皆採監測儀表皆採監測儀表皆採監測儀表皆採
用用用用固定自動式固定自動式固定自動式固定自動式，，，，
不得採用移動不得採用移動不得採用移動不得採用移動
式式式式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污染防制污染防制污染防制污染防制/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表表表表AP-G(續二續二續二續二))
2. 應應補充說明應應補充說明應應補充說明應應補充說明製程設備製程設備製程設備製程設備、、、、防制設備防制設備防制設備防制設備、、、、監測設施監測設施監測設施監測設施、、、、採樣設施採樣設施採樣設施採樣設施及及及及平臺平臺平臺平臺之之之之

檢查檢查檢查檢查、、、、保養保養保養保養及及及及維護維護維護維護項目情形項目情形項目情形項目情形。。。。

設備種類 檢查保養情形 維修情形

平爐型反射爐
E001~E003

熔解爐作業區
E004

1.每週檢查爐內是否破損致影響熔解效率。
2.每週檢查燃料輸送管是否正常。

1.不定期維修
如發生緊急狀況而造成異
常排放時，立刻停機進行
維修，並依法通報主管機
關；另於狀況解除後再向
主管機關報備維修狀況。

2.定期維修
經本廠定期檢查、保養計
畫執行後，發現需進行零
件更換或維修，則依其固
定頻率進行維修作業；另
外需定期更換之耗品亦固
定頻率更換。

其他洗滌、
吸收塔(器)

A007~A009

1.每週檢查抽風機馬達運轉是否正常。
2.每週檢查抽水馬達運轉是否正常。
3.每週檢查塔體是否外洩。

P007
煙道檢測
採樣平台

1.每週檢視攀爬之扶梯是否有腐蝕情形。
2. 每週檢視平台是否有漏電之情形。
3. 每季檢視螺絲是否有鬆動。
4. 每年全面保養及老化零件更換。
5. 不定期採樣平台維修及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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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年年年年（（（（展延前展延前展延前展延前））））檢測乙次檢測乙次檢測乙次檢測乙次之排放管道之排放管道之排放管道之排放管道，，，，即使上游污染源即使上游污染源即使上游污染源即使上游污染源，，，，其型式其型式其型式其型式、、、、規模規模規模規模、、、、操操操操
作條件及污染防制設施均相同者作條件及污染防制設施均相同者作條件及污染防制設施均相同者作條件及污染防制設施均相同者，，，，亦亦亦亦不可不可不可不可輪流檢測輪流檢測輪流檢測輪流檢測，，，，每根次均須進行檢測每根次均須進行檢測每根次均須進行檢測每根次均須進行檢測。

4. 周界檢測之測點必須包含周界檢測之測點必須包含周界檢測之測點必須包含周界檢測之測點必須包含3點點點點（（（（上上上上、、、、下風及大門口下風及大門口下風及大門口下風及大門口）。）。）。）。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環境座落圖說環境座落圖說環境座落圖說環境座落圖說(表表表表AP-Y01)
1. 須提供可清楚判別廠址坐落位置之環境圖說須提供可清楚判別廠址坐落位置之環境圖說須提供可清楚判別廠址坐落位置之環境圖說須提供可清楚判別廠址坐落位置之環境圖說，，，，並用文字說明由並用文字說明由並用文字說明由並用文字說明由省道省道省道省道

或或或或交流道交流道交流道交流道如何前往如何前往如何前往如何前往。。。。

2. 該表須包含該表須包含該表須包含該表須包含指北向座標指北向座標指北向座標指北向座標及及及及比例尺比例尺比例尺比例尺。。。。

平面配置圖說平面配置圖說平面配置圖說平面配置圖說(表表表表AP-Y02)
1. 業者須將申請製程之各設備業者須將申請製程之各設備業者須將申請製程之各設備業者須將申請製程之各設備(污染源污染源污染源污染源E、、、、防制設備防制設備防制設備防制設備A、、、、排放管道排放管道排放管道排放管道P、、、、接接接接

駁點駁點駁點駁點C、、、、堆置場堆置場堆置場堆置場X(需列出需列出需列出需列出防溢座防溢座防溢座防溢座等防制設施之相對位置等防制設施之相對位置等防制設施之相對位置等防制設施之相對位置)、、、、儲槽儲槽儲槽儲槽T、、、、裝裝裝裝
載場載場載場載場L、、、、油水分離池油水分離池油水分離池油水分離池I及廢水處理場及廢水處理場及廢水處理場及廢水處理場W..等設施等設施等設施等設施)於廠區之坐落位置於廠區之坐落位置於廠區之坐落位置於廠區之坐落位置，，，，於於於於
表表表表AP-Y02完整標示完整標示完整標示完整標示。。。。

2. 該表須包含該表須包含該表須包含該表須包含指北向座標指北向座標指北向座標指北向座標及及及及比例尺比例尺比例尺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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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製程設備資料表製程設備資料表製程設備資料表製程設備資料表(表表表表AP-E)
1. 若污染源為焚化爐若污染源為焚化爐若污染源為焚化爐若污染源為焚化爐，，，，操作條件應填寫操作條件應填寫操作條件應填寫操作條件應填寫滯留時間滯留時間滯留時間滯留時間(G08)及及及及燃燒溫度燃燒溫度燃燒溫度燃燒溫度(C08

或或或或C09或或或或 C26)。。。。
2. 若污染源為鍋爐若污染源為鍋爐若污染源為鍋爐若污染源為鍋爐，，，，操作條件應填寫操作條件應填寫操作條件應填寫操作條件應填寫蒸氣蒸發量蒸氣蒸發量蒸氣蒸發量蒸氣蒸發量或或或或輸入熱值輸入熱值輸入熱值輸入熱值。。。。
3. 視污染源為何種設備視污染源為何種設備視污染源為何種設備視污染源為何種設備，，，，確認應所填寫之操作條件確認應所填寫之操作條件確認應所填寫之操作條件確認應所填寫之操作條件，，，，如污染源為加熱如污染源為加熱如污染源為加熱如污染源為加熱

爐爐爐爐，，，，應提報應提報應提報應提報操作溫度操作溫度操作溫度操作溫度。。。。
4. 各污染源所提報原各污染源所提報原各污染源所提報原各污染源所提報原(物物物物)料料料料、、、、產品產品產品產品、、、、燃料之燃料之燃料之燃料之小時小時小時小時用量須與流程圖相符用量須與流程圖相符用量須與流程圖相符用量須與流程圖相符。。。。
5. 依環署空字第依環署空字第依環署空字第依環署空字第980054452號函號函號函號函，，，，不論鍋爐蒸氣蒸發量不論鍋爐蒸氣蒸發量不論鍋爐蒸氣蒸發量不論鍋爐蒸氣蒸發量未滿未滿未滿未滿2噸噸噸噸，，，，與主與主與主與主

製程製程製程製程（（（（屬公告第屬公告第屬公告第屬公告第1~8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
污染源污染源污染源污染源））））有上下游關係有上下游關係有上下游關係有上下游關係，，，，應一併納入該製程申請操作許可證並進行應一併納入該製程申請操作許可證並進行應一併納入該製程申請操作許可證並進行應一併納入該製程申請操作許可證並進行
檢測檢測檢測檢測，，，，且應提出符合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之檢測報告且應提出符合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之檢測報告且應提出符合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之檢測報告且應提出符合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之檢測報告，，，，作為核發操作為核發操作為核發操作為核發操
作許可證之依據作許可證之依據作許可證之依據作許可證之依據。。。。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製程設備資料表製程設備資料表製程設備資料表製程設備資料表(表表表表AP-E)
6. 冷凝設施倘設備屬冷凝設施倘設備屬冷凝設施倘設備屬冷凝設施倘設備屬製程產製必需製程產製必需製程產製必需製程產製必需者者者者，，，，即缺乏該設備無法順利進行產即缺乏該設備無法順利進行產即缺乏該設備無法順利進行產即缺乏該設備無法順利進行產

品之生產者品之生產者品之生產者品之生產者，，，，應應應應編列為編列為編列為編列為污染源污染源污染源污染源(E)。。。。倘若該設備之功能僅為處理空氣倘若該設備之功能僅為處理空氣倘若該設備之功能僅為處理空氣倘若該設備之功能僅為處理空氣
污染物排放之控制與減量污染物排放之控制與減量污染物排放之控制與減量污染物排放之控制與減量，，，，則應編列為污染則應編列為污染則應編列為污染則應編列為污染防制設備防制設備防制設備防制設備(A)。。。。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反應槽反應槽反應槽反應槽
E201

冷凝器冷凝器冷凝器冷凝器
A201

洗滌塔洗滌塔洗滌塔洗滌塔
A202

P201

樹脂樹脂樹脂樹脂
異丙醇異丙醇異丙醇異丙醇
丙酮丙酮丙酮丙酮

化學品化學品化學品化學品

應編應編應編應編
列為列為列為列為A

蒸餾槽蒸餾槽蒸餾槽蒸餾槽
E101

冷凝器冷凝器冷凝器冷凝器
E102

洗滌塔洗滌塔洗滌塔洗滌塔
A101

P101

二甲苯二甲苯二甲苯二甲苯
丁酮丁酮丁酮丁酮

四氯甲烷四氯甲烷四氯甲烷四氯甲烷
有機成品有機成品有機成品有機成品

應編應編應編應編
列為列為列為列為EEEE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設備資料表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設備資料表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設備資料表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設備資料表(表表表表AP-T)
1. 儲槽若為圓柱形者儲槽若為圓柱形者儲槽若為圓柱形者儲槽若為圓柱形者，，，，其容量計算公式為其容量計算公式為其容量計算公式為其容量計算公式為(等效直徑等效直徑等效直徑等效直徑/2)2××××圓周率圓周率圓周率圓周率××××高高高高，，，，不不不不

得以相似或接近容量數值填寫得以相似或接近容量數值填寫得以相似或接近容量數值填寫得以相似或接近容量數值填寫。。。。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務必檢附貯存物料之物質特性務必檢附貯存物料之物質特性務必檢附貯存物料之物質特性務必檢附貯存物料之物質特性，，，，內容應包含內容應包含內容應包含內容應包含蒸氣壓蒸氣壓蒸氣壓蒸氣壓及及及及平均日蒸氣壓平均日蒸氣壓平均日蒸氣壓平均日蒸氣壓
差差差差之相關佐證資料之相關佐證資料之相關佐證資料之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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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防制設備資料表防制設備資料表防制設備資料表防制設備資料表(表表表表AP-A)
1. 新設製程新設製程新設製程新設製程申申申申請請請請須於防制設備須於防制設備須於防制設備須於防制設備前後端前後端前後端前後端設置採樣孔及採樣設施設置採樣孔及採樣設施設置採樣孔及採樣設施設置採樣孔及採樣設施，，，，並進行檢測作為並進行檢測作為並進行檢測作為並進行檢測作為

防制設備效率驗證防制設備效率驗證防制設備效率驗證防制設備效率驗證。。。。

2. 新設新設新設新設、、、、操作操作操作操作、、、、變更或異動案件變更或異動案件變更或異動案件變更或異動案件，，，，現場防制設備現場防制設備現場防制設備現場防制設備應依其所設置之防制設備類別應依其所設置之防制設備類別應依其所設置之防制設備類別應依其所設置之防制設備類別
及所填寫之及所填寫之及所填寫之及所填寫之操作參數操作參數操作參數操作參數，，，，設置相關監測儀錶設置相關監測儀錶設置相關監測儀錶設置相關監測儀錶，，，，以證明該防制設備平時可有效運以證明該防制設備平時可有效運以證明該防制設備平時可有效運以證明該防制設備平時可有效運
轉並確實操作轉並確實操作轉並確實操作轉並確實操作。。。。

3. 防制設備應提報防制設備應提報防制設備應提報防制設備應提報操作參數操作參數操作參數操作參數、、、、應設置監測儀表項目請依附表一應設置監測儀表項目請依附表一應設置監測儀表項目請依附表一應設置監測儀表項目請依附表一。。。。

4. 有關防制設備有關防制設備有關防制設備有關防制設備採用破壞型防制設備者採用破壞型防制設備者採用破壞型防制設備者採用破壞型防制設備者，，，，針對其針對其針對其針對其使用燃料使用燃料使用燃料使用燃料燃燒過程中燃燒過程中燃燒過程中燃燒過程中亦會有污亦會有污亦會有污亦會有污
染物產生染物產生染物產生染物產生，，，，故應考量其排放污染物種類並於申請資料內容中加以核定故應考量其排放污染物種類並於申請資料內容中加以核定故應考量其排放污染物種類並於申請資料內容中加以核定故應考量其排放污染物種類並於申請資料內容中加以核定。。。。

5. 防防防防制設備產生廢液制設備產生廢液制設備產生廢液制設備產生廢液、、、、廢棄排出物質廢棄排出物質廢棄排出物質廢棄排出物質，，，，若有設置回收或貯存裝置若有設置回收或貯存裝置若有設置回收或貯存裝置若有設置回收或貯存裝置（（（（桶桶桶桶、、、、槽槽槽槽））））者者者者
，，，，其亦具有空氣污染排放之可能性其亦具有空氣污染排放之可能性其亦具有空氣污染排放之可能性其亦具有空氣污染排放之可能性，，，，故仍應編列為污染源編號故仍應編列為污染源編號故仍應編列為污染源編號故仍應編列為污染源編號，，，，應推估污染應推估污染應推估污染應推估污染
物排放量物排放量物排放量物排放量。。。。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冷凝回收設備後端接
續之白膠回收槽及壓
克力回收槽等應編列
污染源、並核定其許
可排放量

27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
臺南市固定污染源許可證申請規範檢核表臺南市固定污染源許可證申請規範檢核表臺南市固定污染源許可證申請規範檢核表臺南市固定污染源許可證申請規範檢核表

管制編號管制編號管制編號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公私場所公私場所公私場所：：：： 製程製程製程製程：：：： .

1.污染物種 2.防制設備種類 3.應提報參數 4.監測項目/儀表

粒狀物

□洗滌塔

1.廢氣處理量
2.洗滌液流率
3.洗滌液更換量
4.洗滌液更換頻率

洗滌液流率/流量計
累計廢水量/水表
＊用電量/電表

□靜電集塵器
1.廢氣處理量
2.操作電壓
3.操作電流

操作電壓/電壓表
操作電流/安培計
＊用電量/電表

□袋式集塵器

1.廢氣處理量
2.氣布比
3.廢氣入口溫度
4.集塵器壓降
5.清灰頻率
6.濾袋更換頻率

集塵器壓降/壓差計
廢氣入口溫度/溫度計
＊用電量/電表

□旋風分離器
1.廢氣處理量
2.清灰頻率

＊用電量/電表

註：項目3應提報參數項目依申請個案狀況增列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1.污染物種 2.防制設備種類 3.應提報參數 4.監測項目/儀表

硫氧化物

□洗滌塔(未加藥)

1.廢氣處理量
2.洗滌液流率
3.洗滌液更換量
4.洗滌液更換頻率

洗滌液流率/流量計
累計廢水量/水表
＊用電量/電表

□洗滌塔

1.廢氣處理量
2.經洗滌器後洗滌液pH值
3.洗滌液流率
4.洗滌液更換量
5.洗滌液更換頻率
6.藥劑使用量及頻率

洗滌液流率/流量計
累計廢水量/水表
經洗滌器後洗滌液pH值/pH
計
＊用電量/電表

□濕式排煙脫硫

1.廢氣處理量
2.經洗滌器後洗滌液pH值
3.洗滌液流率
4.洗滌液更換量
5.洗滌液更換頻率

累計廢水量/水表
洗滌液流率/流量計
經洗滌器後洗滌液pH值/pH
計
＊用電量/電表

□半乾式排煙脫硫

1.廢氣處理量
2.經洗滌器後洗滌液pH值
3.洗滌液流率
4.洗滌液更換量
5.洗滌液更換頻率

累計廢水量/水表
洗滌液流率/流量計
經洗滌器後洗滌液pH值/pH
計
＊用電量/電表

註：項目3應提報參數項目依申請個案狀況增列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1.污染物種 2.防制設備種類 3.應提報參數 3.監測項目/儀表

氮氧化物

□洗滌塔(未加藥)

1.廢氣處理量
2.洗滌液流率
3.洗滌液更換量
4.洗滌液更換頻率

洗滌液流率/流量計
累計廢水量/水表
＊用電量/電表

□洗滌塔

1.廢氣處理量
2.經洗滌器後洗滌液pH值
3.洗滌液流率
4.洗滌液更換量
5.洗滌液更換頻率
6.藥劑使用量及頻率

洗滌液流率/流量計
累計廢水量/水表
經洗滌器後洗滌液pH值/pH
計
＊用電量/電表

□選擇式觸媒還原
設備(SCR)

1.廢氣處理量
2.操作溫度
3.燃料使用量

操作溫度/溫度計
廢氣流量/風量計
＊用電量/電表

□選擇式非觸媒還
原設備(SNCR)

1.廢氣處理量
2.操作溫度
3.循環流量
4.燃料使用量

操作溫度/溫度計
廢氣流量/風量計
循環流量/流量計
＊用電量/電表

註：項目3應提報參數項目依申請個案狀況增列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1.污染物種 2.防制設備種類 3.應提報參數 4.監測項目/儀表

揮發性有機
物

□焚化法
1.廢氣處理量
2.燃燒溫度
3.燃料使用量

燃燒溫度/溫度計
累積燃料量/流量計
＊用電量/電表

□活性碳(流體化床)
濃縮冷凝

1.廢氣處理量
2.廢氣入口溫度
3.脫附溫度

廢氣入口溫度/溫度計
脫附溫度/溫度計
＊用電量/電表

□沸石濃縮轉輪

1.廢氣處理量
2.廢氣入口溫度
3.脫附溫度
4.燃料使用量

廢氣入口溫度/溫度計
脫附溫度/溫度計
累計燃料量/流量計
＊用電量/電表

□活性碳吸附塔

1.廢氣處理量
2.廢氣入口溫度
3.壓差
4.活性碳使用量
5.活性碳更換頻率

廢氣入口溫度/溫度計
壓差/壓差計
＊用電量/電表

□洗滌塔

1.廢氣處理量
2.洗滌液流率
3.洗滌液更換量
4.洗滌液更換頻率

洗滌液流率/流量計
累計廢水量/水表
＊用電量/電表

註：項目3應提報參數項目依申請個案狀況增列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1.污染物種 2.防制設備種類 3.應提報參數 4.監測項目/儀表

揮發性有
機物

□水幕設備

1.廢氣處理量
2.洗滌液流率
3.洗滌液更換量
4.洗滌液更換頻率

洗滌液流率/流量計
累計廢水量/水表
＊用電量/電表

□冷凝器
1.廢氣處理量
2.冷凝劑出口溫度
3.冷凝液溫流量

冷凝劑出口溫度/溫度計
冷凝液流量/流量計
＊用電量/電表

□生物濾床

1.廢氣處理量
2.廢氣入口溫度
3.出口相對濕度
4.pH值

廢氣入口溫度/溫度計
出口相對濕度/溫度計
pH值/pH計
＊用電量/電表

註：項目3應提報參數項目依申請個案狀況增列

1.污染物種 2.防制設備種類 3.應提報參數 4.監測項目/儀表

酸鹼廢氣 □洗滌塔

1.廢氣處理量
2.經洗滌器後洗滌液pH值
3.洗滌液流率
4.洗滌液更換量
5.洗滌液更換頻率
6.藥劑使用量及頻率

洗滌液流率/流量計
累計廢水量/水表
經洗滌器後洗滌液pH值/pH計
＊用電量/電表

註：項目3應提報參數項目依申請個案狀況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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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1.污染物種 2.防制設備種類 3.監測項目/儀表

其他(請填中文名稱) □其他(請填中文名稱) □其他(請填中文名稱)

不符合上述條件說明：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



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排放管道資料表排放管道資料表排放管道資料表排放管道資料表(表表表表AP-P)
1. 有關排放管道出口位置座標有關排放管道出口位置座標有關排放管道出口位置座標有關排放管道出口位置座標，，，，建議至行政院環保署環境地理資訊系建議至行政院環保署環境地理資訊系建議至行政院環保署環境地理資訊系建議至行政院環保署環境地理資訊系

統統統統(網址網址網址網址：：：：gis.epa.gov.tw/newIndex.aspx)或經濟部國土資訊系統或經濟部國土資訊系統或經濟部國土資訊系統或經濟部國土資訊系統(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ngis.moea.gov.tw/ngisfxweb/Default.aspx)，，，，以以以以二度分帶二度分帶二度分帶二度分帶TM2-
TWD97進行定位進行定位進行定位進行定位。。。。

2. 倘若採樣孔設置位置倘若採樣孔設置位置倘若採樣孔設置位置倘若採樣孔設置位置不符合不符合不符合不符合8D/2D、、、、採樣平採樣平採樣平採樣平台台台台不符合規範或其他因素不符合規範或其他因素不符合規範或其他因素不符合規範或其他因素
，，，，造成無法符合造成無法符合造成無法符合造成無法符合「「「「檢查鑑定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排放狀況之採樣設檢查鑑定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排放狀況之採樣設檢查鑑定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排放狀況之採樣設檢查鑑定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排放狀況之採樣設
施規範施規範施規範施規範」，」，」，」，則則則則應檢附環保局認可函應檢附環保局認可函應檢附環保局認可函應檢附環保局認可函。。。。

3. 請檢附請檢附請檢附請檢附採樣平採樣平採樣平採樣平台台台台荷重證明荷重證明荷重證明荷重證明，，，，證明中應填寫管道編號證明中應填寫管道編號證明中應填寫管道編號證明中應填寫管道編號、、、、平平平平台台台台可承受之可承受之可承受之可承受之
最大重量最大重量最大重量最大重量、、、、並並並並應有製造商或第三方公正單位蓋章應有製造商或第三方公正單位蓋章應有製造商或第三方公正單位蓋章應有製造商或第三方公正單位蓋章。。。。

4. 所有防制設備所有防制設備所有防制設備所有防制設備前後端前後端前後端前後端採樣孔採樣孔採樣孔採樣孔及排放管道及排放管道及排放管道及排放管道採樣採樣採樣採樣設施設施設施設施應於申請操作許可應於申請操作許可應於申請操作許可應於申請操作許可
證時證時證時證時檢附照片佐證檢附照片佐證檢附照片佐證檢附照片佐證，，，，另防制設備前後端採樣孔位置另防制設備前後端採樣孔位置另防制設備前後端採樣孔位置另防制設備前後端採樣孔位置應考量可安全採應考量可安全採應考量可安全採應考量可安全採
樣前提下樣前提下樣前提下樣前提下進行設置進行設置進行設置進行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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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排放管道設置狀況資料表排放管道設置狀況資料表排放管道設置狀況資料表排放管道設置狀況資料表(表表表表AP-P(續一續一續一續一))
1. 排放管道須排放管道須排放管道須排放管道須計算有效煙囪高度計算有效煙囪高度計算有效煙囪高度計算有效煙囪高度及及及及排放標準排放標準排放標準排放標準。。。。此外此外此外此外，，，，表表表表AP-G填寫之排填寫之排填寫之排填寫之排

放標準或限值須與表放標準或限值須與表放標準或限值須與表放標準或限值須與表AP-P(續一續一續一續一)計算之排放標準一致計算之排放標準一致計算之排放標準一致計算之排放標準一致。。。。

2. 排放管道出口端若有排放管道出口端若有排放管道出口端若有排放管道出口端若有設置雨遮者設置雨遮者設置雨遮者設置雨遮者及及及及排放出口為橫向排放者排放出口為橫向排放者排放出口為橫向排放者排放出口為橫向排放者，，，，其煙流其煙流其煙流其煙流
上升高度上升高度上升高度上升高度(∆H)應以應以應以應以”0” 值計算值計算值計算值計算，，，，且且且且排放出口不得為向下排放排放出口不得為向下排放排放出口不得為向下排放排放出口不得為向下排放。。。。

不得不得不得不得
排放口向下排放口向下排放口向下排放口向下

出口設有雨遮出口設有雨遮出口設有雨遮出口設有雨遮排放出口為排放出口為排放出口為排放出口為
橫向排放橫向排放橫向排放橫向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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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審查對照表審查對照表審查對照表審查對照表

1. 應補上歷次審查意見回覆情形應補上歷次審查意見回覆情形應補上歷次審查意見回覆情形應補上歷次審查意見回覆情形，，，，不得不得不得不得檢檢檢檢附最後一次意見表回覆情形附最後一次意見表回覆情形附最後一次意見表回覆情形附最後一次意見表回覆情形
，，，，且各頁審查意見回覆情形且各頁審查意見回覆情形且各頁審查意見回覆情形且各頁審查意見回覆情形。。。。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環評總量管制環評總量管制環評總量管制環評總量管制

1.1.1.1. 柳營科技工業區柳營科技工業區柳營科技工業區柳營科技工業區及及及及樹谷工業區樹谷工業區樹谷工業區樹谷工業區區內或區內或區內或區內或其他其他其他其他若有涉及環評管制的各類若有涉及環評管制的各類若有涉及環評管制的各類若有涉及環評管制的各類
申請案件申請案件申請案件申請案件，，，，其全廠各污染物不得超過工業區給該廠之其全廠各污染物不得超過工業區給該廠之其全廠各污染物不得超過工業區給該廠之其全廠各污染物不得超過工業區給該廠之環評核配量環評核配量環評核配量環評核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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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許可文件審查原則

其他要求其他要求其他要求其他要求

1. 有關申請文件內容有關申請文件內容有關申請文件內容有關申請文件內容，，，，其所有引用之參考文獻其所有引用之參考文獻其所有引用之參考文獻其所有引用之參考文獻、、、、檢測結果檢測結果檢測結果檢測結果、、、、排放係數等排放係數等排放係數等排放係數等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亦應檢附相關資料供參亦應檢附相關資料供參亦應檢附相關資料供參亦應檢附相關資料供參。。。。

2. 倘蒸氣鍋爐或熱媒鍋爐所使用之倘蒸氣鍋爐或熱媒鍋爐所使用之倘蒸氣鍋爐或熱媒鍋爐所使用之倘蒸氣鍋爐或熱媒鍋爐所使用之燃料為生煤或石油焦者燃料為生煤或石油焦者燃料為生煤或石油焦者燃料為生煤或石油焦者，，，，除了檢測粒除了檢測粒除了檢測粒除了檢測粒
狀污染物狀污染物狀污染物狀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外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外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外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外，，，，尚須檢測尚須檢測尚須檢測尚須檢測戴奧辛戴奧辛戴奧辛戴奧辛、、、、重金屬重金屬重金屬重金屬及及及及生煤生煤生煤生煤
含硫量含硫量含硫量含硫量，，，，並須檢測防制設備前後端以確認防制設備之效能驗證並須檢測防制設備前後端以確認防制設備之效能驗證並須檢測防制設備前後端以確認防制設備之效能驗證並須檢測防制設備前後端以確認防制設備之效能驗證。。。。

3. 倘蒸氣鍋爐或熱媒鍋爐所使用之倘蒸氣鍋爐或熱媒鍋爐所使用之倘蒸氣鍋爐或熱媒鍋爐所使用之倘蒸氣鍋爐或熱媒鍋爐所使用之燃料燃料燃料燃料為為為為廢棄物廢棄物廢棄物廢棄物（（（（如如如如：：：：紡織污泥紡織污泥紡織污泥紡織污泥、、、、紙漿紙漿紙漿紙漿
污泥污泥污泥污泥、、、、水煤漿水煤漿水煤漿水煤漿、、、、木材木材木材木材（（（（屑屑屑屑）、）、）、）、廢潤滑油廢潤滑油廢潤滑油廢潤滑油、、、、垃圾衍生燃料及各項製程下垃圾衍生燃料及各項製程下垃圾衍生燃料及各項製程下垃圾衍生燃料及各項製程下
腳料等腳料等腳料等腳料等），），），），除了檢測粒狀污染物除了檢測粒狀污染物除了檢測粒狀污染物除了檢測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外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外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外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外，，，，尚須檢測尚須檢測尚須檢測尚須檢測
戴奧辛戴奧辛戴奧辛戴奧辛、、、、重金屬重金屬重金屬重金屬及及及及廢棄物含氯量廢棄物含氯量廢棄物含氯量廢棄物含氯量、、、、含硫量含硫量含硫量含硫量、、、、水分含量水分含量水分含量水分含量、、、、發熱量發熱量發熱量發熱量；；；；高污高污高污高污
染之污染源亦請應進行染之污染源亦請應進行染之污染源亦請應進行染之污染源亦請應進行防制設備效能驗證防制設備效能驗證防制設備效能驗證防制設備效能驗證。。。。

4. 處理污泥燒製成骨材之製程處理污泥燒製成骨材之製程處理污泥燒製成骨材之製程處理污泥燒製成骨材之製程，，，，考量污泥來源及所含成分之複雜性考量污泥來源及所含成分之複雜性考量污泥來源及所含成分之複雜性考量污泥來源及所含成分之複雜性，，，，除除除除
了檢測粒狀污染物了檢測粒狀污染物了檢測粒狀污染物了檢測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外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外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外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外，，，，尚須檢測尚須檢測尚須檢測尚須檢測氟化物氟化物氟化物氟化物、、、、戴奧戴奧戴奧戴奧
辛辛辛辛、、、、八大重金屬八大重金屬八大重金屬八大重金屬及及及及污泥含氯量污泥含氯量污泥含氯量污泥含氯量、、、、水分含量水分含量水分含量水分含量。。。。

5.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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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四四四四～～～～十條相關規定內容之佐證資料十條相關規定內容之佐證資料十條相關規定內容之佐證資料十條相關規定內容之佐證資料。。。。

6. 公私場所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所產生之公私場所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所產生之公私場所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所產生之公私場所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所產生之廢水廢水廢水廢水或或或或廢棄物廢棄物廢棄物廢棄物，，，，應依各該法令進應依各該法令進應依各該法令進應依各該法令進
行申報規定行申報規定行申報規定行申報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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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固定污染源新增修訂法規說明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102.4.24)

空氣污染物空氣污染物空氣污染物空氣污染物 排放標準排放標準排放標準排放標準 新設日期新設日期新設日期新設日期

新污染源新污染源新污染源新污染源 既存污染源既存污染源既存污染源既存污染源粒狀污染物粒狀污染物粒狀污染物粒狀污染物
(重量濃度重量濃度重量濃度重量濃度) 燃燒燃燒燃燒燃燒 50 mg/Nm3

發布日期發布日期發布日期發布日期
103.4.30起起起起100mg/Nm3

燃燒以外燃燒以外燃燒以外燃燒以外 100 mg/Nm3

發布日期發布日期發布日期發布日期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加熱爐加熱爐加熱爐加熱爐、、、、裂解爐裂解爐裂解爐裂解爐及及及及鍋爐鍋爐鍋爐鍋爐以外之燃燒過程以外之燃燒過程以外之燃燒過程以外之燃燒過程，，，，粒狀物排放濃度之計算排氣粒狀物排放濃度之計算排氣粒狀物排放濃度之計算排氣粒狀物排放濃度之計算排氣
含氧百分率不需校正含氧百分率不需校正含氧百分率不需校正含氧百分率不需校正((((指石化製程之加熱爐指石化製程之加熱爐指石化製程之加熱爐指石化製程之加熱爐、、、、裂解爐裂解爐裂解爐裂解爐) ) ) ) 

加熱爐加熱爐加熱爐加熱爐、、、、裂解爐裂解爐裂解爐裂解爐及及及及鍋爐鍋爐鍋爐鍋爐之燃燒過程之燃燒過程之燃燒過程之燃燒過程，，，，各污染物排放濃度之計算各污染物排放濃度之計算各污染物排放濃度之計算各污染物排放濃度之計算，，，，需以排氣需以排氣需以排氣需以排氣
含氧百分率含氧百分率含氧百分率含氧百分率6%校正校正校正校正
新污染源新污染源新污染源新污染源：：：：102.4.25((((含含含含))))起設立之污染源起設立之污染源起設立之污染源起設立之污染源

既存污染源既存污染源既存污染源既存污染源：：：：102.4.25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已完成之污染源已完成之污染源已完成之污染源已完成之污染源

既存污染源符合空污法第既存污染源符合空污法第既存污染源符合空污法第既存污染源符合空污法第24條所稱條所稱條所稱條所稱變更變更變更變更條件者條件者條件者條件者，，，，以以以以新污染源新污染源新污染源新污染源論論論論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

參、固定污染源新增修訂法規說明

煉鋼及鑄造電爐粒狀污染物管制及排放標準煉鋼及鑄造電爐粒狀污染物管制及排放標準煉鋼及鑄造電爐粒狀污染物管制及排放標準煉鋼及鑄造電爐粒狀污染物管制及排放標準 (102.11.19) 
煉鋼業電爐粒狀污染物排放標準煉鋼業電爐粒狀污染物排放標準煉鋼業電爐粒狀污染物排放標準煉鋼業電爐粒狀污染物排放標準 (停用停用停用停用)

煉鋼及鑄煉鋼及鑄煉鋼及鑄煉鋼及鑄
造電爐廢造電爐廢造電爐廢造電爐廢
氣氣氣氣排放口排放口排放口排放口

鑄造電爐鑄造電爐鑄造電爐鑄造電爐 粒狀物排放標準粒狀物排放標準粒狀物排放標準粒狀物排放標準

重量濃度重量濃度重量濃度重量濃度(mg/Nm3) 不透光率不透光率不透光率不透光率(%)

新設新設新設新設 12 10

既存既存既存既存 30 10
106.1.1起起起起15

鑄造電爐鑄造電爐鑄造電爐鑄造電爐 ：：：：指從事指從事指從事指從事鋼鋼鋼鋼、、、、鐵及其合金鐵及其合金鐵及其合金鐵及其合金元件鑄造元件鑄造元件鑄造元件鑄造((((含鋼鑄造程序或灰鐵鑄造程含鋼鑄造程序或灰鐵鑄造程含鋼鑄造程序或灰鐵鑄造程含鋼鑄造程序或灰鐵鑄造程
序等序等序等序等))))之電爐之電爐之電爐之電爐((((以以以以電為動力電為動力電為動力電為動力來源之電爐含電弧爐來源之電爐含電弧爐來源之電爐含電弧爐來源之電爐含電弧爐、、、、感應爐及電阻爐感應爐及電阻爐感應爐及電阻爐感應爐及電阻爐))))

煉鋼電弧爐煉鋼電弧爐煉鋼電弧爐煉鋼電弧爐：：：：指利用電弧產生的熱量進行廢鐵指利用電弧產生的熱量進行廢鐵指利用電弧產生的熱量進行廢鐵指利用電弧產生的熱量進行廢鐵、、、、廢鋼或銑鐵冶煉之電弧爐廢鋼或銑鐵冶煉之電弧爐廢鋼或銑鐵冶煉之電弧爐廢鋼或銑鐵冶煉之電弧爐

新污染源新污染源新污染源新污染源：：：：102.11.19((((含含含含))))起設立之污染源起設立之污染源起設立之污染源起設立之污染源

既存污染源既存污染源既存污染源既存污染源：：：：102.11.19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已完成之污染源已完成之污染源已完成之污染源已完成之污染源

既存污染源符合空污法第既存污染源符合空污法第既存污染源符合空污法第既存污染源符合空污法第24條所稱條所稱條所稱條所稱變更變更變更變更條件者條件者條件者條件者，，，，以以以以新污染源新污染源新污染源新污染源論論論論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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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高污染性燃料鍋爐燃燒高污染性燃料鍋爐燃燒高污染性燃料鍋爐燃燒高污染性燃料鍋爐(103.2.11函頒函頒函頒函頒) 

生煤及石油焦等易致空氣污染物

廢棄物再利用當固體燃料或輔助燃料

其他高污染特性燃料或輔助燃料(如木材、水煤漿、紡織污泥
、 紙漿污泥、廢潤滑油、垃圾衍生燃料及各項製程下腳料) 

適
用
對
象

針對
鍋爐

� 許可證有效期限得依實際管制需要核定(可低於5年)
� 無論燃料含氯量大小，排放管道及採樣設施應符合戴奧辛或重金

屬規範

參、固定污染源新增修訂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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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種類 佐證文件 符合相關規範 檢測項目/適
用排放標準 含氧量校正

生煤或石油焦 如︰海運貨物
檢驗報告、可
追溯之燃料來
源資料、檢測
報告品保品管
紀錄

生煤或石油焦
使用許可證

P 、S 、N 、
重金屬/固定
源

6%

戴奧辛/固定
源

不用校正

生煤或石油焦
以外之高污染
特性燃料

如︰可追溯之
燃料來源資料、
檢測報告品保
品管紀錄

公告或許可再
利用

P 、S 、N/固
定源

6%

戴奧辛/中小
型焚化爐

不用校正

重金屬/廢棄
物焚化爐

6% 

燃燒高污染性燃料鍋爐燃燒高污染性燃料鍋爐燃燒高污染性燃料鍋爐燃燒高污染性燃料鍋爐(續續續續) 



簡報完畢簡報完畢簡報完畢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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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窗口諮詢窗口諮詢窗口諮詢窗口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臺南市永康區忠勇街臺南市永康區忠勇街臺南市永康區忠勇街臺南市永康區忠勇街90909090號號號號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06)(06)(06)(06) 3129027312902731290273129027、、、、3129028312902831290283129028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06)(06)(06)(06) 3129367312936731293673129367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 

審查原則 

 

 

 

 

 

 

 

 

 

 

 

 



 

第 1頁，共 8頁 

本審查原則僅提供臺南市環保局固定污染源許可審查統一性原則規定及常見錯

誤，各頁申請資料表格填寫仍應依照行政院環保署規定表格填寫內容填報，而因個

案特殊審查要求情況及各項應符合法規項目均未列於此原則中，仍因依照實際審查

狀況由本局認定。 

臺南市許可申請各表格審查原則 

第一項 許可證申請檢核表(表 AP-Z) 

1. 公私場所負責人以工廠登記證（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公文）登載之負

責人為主，且該表格負責人須親自親筆簽名，倘非負責人親自簽名委由其

他主管，須另行檢附授權書。 

第二項 公私場所基本資料表(表 C) 

1. 工廠名稱應與已取得之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所列名稱完全一致。 

2. 工廠地址、負責人住址等欄位，請依檢附佐證資料確實填寫相關欄位，

且佐證資料之地址若含區、里、鄰、巷、弄等，則應一併完整填寫。另

外，倘佐證資料文字以“臺”呈現，則本表請以相同字體呈現，請勿以

簡寫字“台”撰寫。 

3. 聯絡人姓名、代理人姓名應不得提報同一人，代理人意指聯絡人之代理

人。 

4. 倘若業者提供之負責人與檢附供參之相關資料不相符，則應檢附授權

書、派職令等佐證資料供參。另外，若負責人屬外國人士，則應檢附護

照作為佐證。 

5. 有關大門位置之經緯座標，建議至行政院環保署環境地理資訊系統(網

址： gis.epa.gov.tw/newIndex.aspx)或經濟部國土資訊系統 (網址：

ngis.moea.gov.tw/ngisfxweb/Default.aspx)，以二度分帶 TM2-TWD97 進行

定位。 

6. 作業用地總面積、作業總樓板面積兩者資料合理性，若作業用地為二樓

以上，作業總樓板面積數值絕對大於作業用地總面積。 

7. 因公私場所基本資料表是以線上申請資料表為主，故專責人員應設置等

級及批次、適用空氣污染防制相關法規等欄位，請以“全廠”需符合之

規定進行填寫。 

第三項 公私場所製程摘要表(表 C-A1) 

1. 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網(網址：

ems.epa.gov.tw/Anonymous/CodeList.aspx)之製程名稱及代碼填寫全廠所

有製程名稱及代碼，並填寫最新之許可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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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技師簽證及保證書(表 AP-B) 

1. 該表格除了須技師簽章外，須加蓋技師執業機構之公司章。 

2. 須檢附技師證書、技師執業執照及技師公會會員證。 

第五項 差異對照表(表 AP-D) 

1. 有關負責人基本資料、公司名稱、管制編號等異動，應填寫於基本資料

欄位，並詳細說明。 

2. 有關原(物)料、產品、燃料、製程設施(含儲槽、裝載場、廢水處理場)、

防制設施、排放管道等相關資料之變動，應填寫於許可證內容之相關欄

位，並詳實將變動前後之相關內容完整呈現。 

3. 有關年排放量變動項目，應填寫於許可證內容之其他欄位，將異動或變

更前後排放量確實呈現。 

4. 倘若公私場所尚有其他需補充說明事項，可自行新增頁次填寫相關內容。 

第六項 產能及產品快速變動資料表(表 AP-Q) 

1. 依照行政院環保署規定表格中填表說明填寫。 

第七項 製程資料表(表 AP-M) 

1. 製程必須添加使用之物料，但並不會生成空氣污染物之物料，仍需填寫

最大年使用量。 

2. 業者須提供製程使用包含兩種成分以上混合，且有污染之虞之原（物）

料、燃料及產品之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燃料(電力除外)均須提供最

大含硫份(%)、組成成分分析之佐證文件。 

3. 產品應注意申請之產量是否與原料之申請量達質能平衡，若因物料經操

作過程後會有廢棄物或廢水產出..等原因，無法達質能平衡，應於流程圖

標示清楚或於製程說明敘述完整。 

4. 操作期程需以製程最大之操作期程提出申請，倘為堆置場作業程序之操

作期程，應以 24小時/天，365天/年提出申請。 

5. 請另頁增列日/小時或批次用量範圍。【時(批)用量請與表 AP-M(續一)與表

AP-E一致達質量平衡】 

第八項 製程說明表(表 AP-M(續一)) 

1. 流程圖應依質能平衡之方式將各物(燃)料之用量及產品之產量，標示於設

備之投入端或產出端。 

2. 相同操作形式之設備，請勿將其繪製於同一欄位 (如 E001~E002→

A001~A002→P001~P002)，應將其分開繪製，以利許可審查判斷其為並

聯或串聯設施及釐清其物質與廢氣流向。 

3. 製程說明須針對各單元之操作內容及操作條件逐一詳細敘述，並詳述各

原料之來源及產品用途，且須將其物質、廢氣及廢水流向敘述完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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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審查。 

4. 石化製程應於製程說明中提供製程之化學反應式。 

5. 若製程中有儲放使用液體物料之儲槽，應於流程圖中確實標明。 

6. 現場各污染源設備及防制設備編號(廠內編號)應與許可流程編號一致。 

 

7. 倘現場有設備但申請資料無編列污染源，公私場所應說明未編列原因，

並備註於流程圖或製程說明中。 

第九項 污染防制/計畫目標(表 AP-G) 

1. 倘揮發性有機物包含甲苯、二甲苯、苯、乙苯、苯乙烯、二氯甲烷、1,1-

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三氯甲烷(氯仿)、1,1,1-三氯乙烷、四氯化碳、

三氯乙烯、四氯乙烯等 13種物種，須另外新增污染物種並計算該物種許

可最大年排放量，並進行檢測。 

2. 製程設備若為可能產生異味污染物之特定製程，也應將異味污染物核定

於表格中，並進行檢測。 

3. 有環評承諾標準或因表 AP-P(續一)計算排放口高度不足自降標準者，排

放標準之欄位加註文字說明並填寫相關承諾限值。 

第十項 廢氣排放量估算資料表(表 AP-G(續一)) 

1. 有關堆置場年排放量計算，應以 PEDCO作為計算基準，且車輛行經堆置

場、風吹蝕、裝載、卸料之防制效率認定，應依不同的防塵措施給予不

同之處理效率估算。 

2. 排放管道、儲槽、接駁點、油水分離池、污染源逸散等相關設施之年排

放量計算，應以原操作許可證相同之推估依據計算異動前後其年排放量

增減情形說明。倘若未依相同之推估依據，則請以作為基準之排放係數，

仍需分別重新計算異動前及異動後之年排放量，以利確認其年排放量增

減情形。 

3. 設備元件年排放量之計算，若為新設製程之設備元件，在尚未有檢測資

料前，一律採用平均因子法作為推估基準，待書面審查核准進行試車檢

測後，再依該試車檢測結果以層次因子法做為排放量計算之依據，且操

作期程均以 24小時/日、365日/年計算。 

第十一項 污染防制/計畫目標(表 AP-G(續二)) 

1. 應補充說明申請製程原料、燃料使用量或產品產量之定期紀錄頻率。 

2. 隸屬製程之污染源及防制設備，請依現場或法令規範所安裝之監測設施

儀表，將設置位置及相關操作記錄項目、記錄頻率及更換耗材項目，皆

應自行彙整以表格方式呈現。 

3. 應補充說明製程設備、防制設備、監測設施、採樣設施及平臺之檢查、

保養及維護項目情形。 

4. 5年（展延前）檢測乙次之排放管道，不可輪流檢測，每根次均須進行檢



 

第 4頁，共 8頁 

測。 

第十二項 環境座落圖說(表 AP-Y01) 

1. 須提供可清楚判別廠址坐落位置之環境圖說，並用文字說明由省道或交

流道如何前往。 

2. 該表須包含指北向座標及比例尺。 

第十三項 平面配置圖說(表 AP-Y02) 

1. 業者須將申請製程之各設備(污染源 E、防制設備 A、排放管道 P、接駁

點 C、堆置場 X(需列出防溢座等防制設施之相對位置)、儲槽 T、裝載場

L、油水分離池 I 及廢水處理場 W..等設施)於廠區之坐落位置，於表

AP-Y02完整標示。 

2. 該表須包含指北向座標及比例尺。 

第十四項 製程設備資料表(表 AP-E) 

1. 若污染源為焚化爐，操作條件應填寫滯留時間(G08)及燃燒溫度(C08或

C09或 C26)。 

2. 若污染源為鍋爐，操作條件應填寫蒸氣蒸發量或輸入熱值。 

3. 視污染源為何種設備，確認應所填寫之操作條件，如污染源為加熱爐，

應提報操作溫度。 

4. 各污染源所提報原(物)料、產品、燃料之小時用量須與流程圖相符。 

5. 依環署空字第 980054452號函，不論鍋爐蒸氣蒸發量未滿 2噸，與主製

程（屬公告第 1~8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

源）有上下游關係，應一併納入該製程申請操作許可證並進行檢測，且

應提出符合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之檢測報告，作為核發操作許可證之依

據。 

6. 冷凝設施倘設備屬製程產製必需者，即缺乏該設備無法順利進行產品之

生產者，應編列為污染源(E)。倘若該設備之功能僅為處理空氣污染物排

放之控制與減量，則應編列為污染防制設備(A) 

第十五項 設備元件資料表(表 AP-O) 

1. 依照行政院環保署規定表格中填表說明填寫，提報之內容須與表 AP-G

（續一）設備元件個數及年排放量計算一致。 

第十六項 粉粒狀物料輸送設施接駁點摘要表(表 AP-C) 

1. 依照行政院環保署規定表格中填表說明填寫。 

第十七項 粉粒狀物料堆置場摘要表(表 AP-X) 

1. 堆置物料應將比重資料加註於附件說明。 

2. 具有堆置場，其粒狀物逸散量計算期程應以 24小時、365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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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項 全廠有機溶劑使用資料表(表 AP-OS) 

1. 依照行政院環保署規定表格中填表說明填寫。 

第十九項 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設備資料表(表 AP-T) 

1. 儲槽若為圓柱形者，其容量計算公式為(等效直徑/2)
2
×圓周率×高，不得

以相似或接近容量數值填寫。 

2. 務必檢附貯存物料之物質特性，內容應包含蒸氣壓及平均日蒸氣壓差之

相關佐證資料。 

第二十項 揮發性有機液體裝載場資料表(表 AP-L) 

1. 依照行政院環保署規定表格中填表說明填寫。 

第二十一項  廢水處理廠資料表(表 AP-W) 

1. 具有廢水處理廠，其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期程應以 24小時、365日計算。 

第二十二項  油水分離池資料表(表 AP-I) 

1. 具有油水分離池，其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期程應以 24小時、365日計算。 

第二十三項  廢氣燃燒塔資料表(表 AP-F) 

1. 附件應檢附經環保局審核通過之廢氣燃燒塔使用計畫書內容及核准公文

函影本。 

2. 廢氣燃燒塔之基本資料、操作資料、輔助燃料、導入處理所有製程編號、

主要代表成分等欄位，皆應與檢附審核通過之燃燒塔使用計畫書內容一

致。 

3. 污染物資料欄位，除了填寫排放污染物之最大年排放量外，倘若排放空

氣污染物種類包含甲苯、二甲苯、苯、乙苯、苯乙烯、二氯甲烷、1,1-

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三氯甲烷(氯仿)、1,1,1-三氯乙烷、四氯化碳、

三氯乙烯、四氯乙烯等物種，則應另外填寫上述個別物種之年排放量。 

第二十四項  防制設備資料表(表 AP-A) 

1. 新設製程申請須於防制設備前後端設置採樣孔及採樣設施，並進行檢測

作為防制設備效率驗證。 

2. 請確實依現場設備設置狀況，將防制設備之基本資料、集氣設施、操作

條件、處理效率及廢棄物質等欄位資料填寫完整。 

3. 防制設備應提報操作參數、應設置監測儀表項目請依附表一。 

4. 採用破壞型防制設備者，針對其使用燃料燃燒過程中亦會有污染物產

生，故應考量其排放污染物種類並於申請資料內容中加以核定。 

5. 有關防制設備產生廢液、廢棄排出物質，若有設置回收或貯存裝置（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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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者，其亦具有空氣污染排放之可能性，故仍應編列為污染源編號，

應推估污染物排放量。 

6. 新設、操作、變更或異動案件，現場防制設備應依其所設置之防制設備

類別及所填寫之操作參數，設置相關監測儀錶，以證明該防制設備平時

可有效運轉並確實操作。 

第二十五項  排放管道資料表(表 AP-P) 

1. 有關排放管道出口位置座標，建議至行政院環保署環境地理資訊系統(網

址： gis.epa.gov.tw/newIndex.aspx)或經濟部國土資訊系統 (網址：

ngis.moea.gov.tw/ngisfxweb/Default.aspx)，以二度分帶 TM2-TWD97 進行

定位。 

2. 倘若採樣孔設置位置不符合 8D/2D、採樣平臺不符合規範或其他因素，

造成無法符合「檢查鑑定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排放狀況之採樣設施規

範」，則應檢附環保局認可函。。 

3. 請檢附採樣平臺荷重證明，證明中應填寫管道編號、平臺可承受之最大

重量、並應有製造商或第三方公正單位蓋章。 

4. 所有防制設備前後端及排放管道採樣設置應於申請操作許可證時檢附照

片佐證，另防制設備前後端採樣孔位置應考量可安全採樣前提下進行設

置。 

第二十六項  排放管道設置狀況資料表(表 AP-P(續一)) 

1. 排放管道須計算有效煙囪高度及排放標準。此外，表 AP-G填寫之排放標

準或限值須與表 AP-P(續一)計算之排放標準一致。 

2. 排放管道出口端若有設置雨遮者及排放出口為橫向排放者，其煙流上升

高度(ΔH)應以”0”值計算，且排放出口不得為向下排放。 

第二十七項  工程進度及設置施工期間污染防制措施說明表(表 AP-S) 

1. 申請新設置許可證本表應列明，各項施工進度預計期程規劃(簽約發包、

工程設計、開工、設備安裝、電路配置、完工、試車、驗收等)與施工期

間對空氣污染之防制措施。 

第二十八項  公私場所試車資料表(表 AP-AT1) 

1. 倘為既存操作，則無須檢附該頁次。 

2. 倘該製程有申請試車展延，須檢附試車展延公文。 

第二十九項  檢測計畫摘要表(表 AP-AT2) 

1. 目前針對燃料使用生煤之燃煤鍋爐，須於表 AP-AT2填寫防制設備前端之

檢測項目，以驗證實際之污染防制效率。此外，除上述條件外，倘若審

查者針對防制設備處理效能有疑慮，公私場所仍應配合進行防制設備前

端之污染物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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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項 檢驗測定機構基本資料表(表 AP-AT3) 

1. 須將預計檢測之污染物名稱及環保署公告之 NIEA檢測方法於本表填寫

完整，且填寫之 NIEA編號須為環保署公告之最新編碼。 

第三十一項  周界檢測資料表(表 AP-AT4) 

1. 周界檢測之測點必須包含 3點（上、下風及大門口）。 

第三十二項  排放管道檢測資料表(表 AP-AT5) 

1. 倘若進行防制設備去除效率檢測，則應將防制設備前端之採樣點數及位

置、採樣程序等資料一併補充說明於本頁次。另外，倘若防制設備前端

採樣孔設置位置非屬「檢查鑑定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排放狀況之採樣設

施」規範第六條規定者，若不符合 8D/2D、採樣平臺不符合規範或其他

因素，應於表 AP-AT8加註說明。 

2. 表格中第 8項預定採樣程序之說明 c.製程、污染源或防制設備操作說明，

應詳細確實填寫，不應僅說明如表 AP-E。 

第三十三項  燃(物)料檢測資料表(表 AP-AT6) 

1. 依照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規定表格之填表說明內容填寫。 

第三十四項  照片說明表(表 AP-AT7) 

1. 申請設置(或變更)後操作許可證、異動申請，應檢附該製成所有污染源設

備、防制設備、排放管道與其他設施(如堆置場、廢水處理廠、油水分離

池、燃燒塔、儲槽等)之照片，且防制設備有設置監控儀表者，應檢附該

監測儀錶照片，以利書面資料與現場設備之核對。 

第三十五項  補充資料表(表 AP-AT8) 

1. 依照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規定表格之填表說明內容填寫。 

第三十六項  審查意見對照表 

1. 應補上歷次審查意見回覆情形，不得僅附最後一次意見表回覆情形，且

各頁審查意見回覆情形。 

第三十七項  環評總量管制 

1. 柳營科技工業區及樹谷工業區區內或其他若有涉及環評管制的各類申請

案件，其全廠各污染物不得超過工業區給該廠之環評核配量。 

第三十八項  其他經本局要求 

1. 有關申請文件內容，其所有引用之參考文獻、檢測結果、排放係數等資

料來源，亦應檢附相關資料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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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倘蒸氣鍋爐或熱媒鍋爐所使用之燃料為生煤或石油焦者，除了檢測粒狀

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外，尚須檢測戴奧辛、重金屬及生煤含硫

量，並須檢測防制設備前後端以確認防制設備之效能驗證。 

3. 倘蒸氣鍋爐或熱媒鍋爐所使用之燃料為廢棄物（如：紡織污泥、紙漿污

泥、水煤漿、木材（屑）、廢潤滑油、垃圾衍生燃料及各項製程下腳料等），

除了檢測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外，尚須檢測戴奧辛、重金

屬及廢棄物含氯量、含硫量、水分含量、發熱量；高污染之污染源亦請

應進行防制設備效能驗證。 

4. 處理污泥燒製成骨材之製程，考量污泥來源及所含成分之複雜性，除了

檢測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外，尚須檢測氟化物、戴奧辛、

八大重金屬及污泥含氯量、水分含量。 

5. 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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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十條相關規定內容之佐證資料。 

6. 公私場所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所產生之廢水或廢棄物，應依各該法令進行

申報規定。 

 



固定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檢核表 

管制編號         

適

用

對

象 

□砂、石採集或處理程序□土石礦開採、運輸作業程序□水泥製造程序□電弧爐煉鋼程序 

□鐵初級熔煉或燒結程序□煉焦程序□煉鋼程序□鐵合金冶煉程序 

□港區內逸散性粒狀污染物質裝卸、輸送及運輸作業  

□堆置場程序□地表裸露區域□公路□逸散性粒狀污染物質運輸作業□原石製造程序 

□水泥製品製造程序□混凝土拌合程序□瀝青拌合程序□紅磚製造程序 

□陶土黏土加工處理程序□陶瓷製品(瓷磚)製造程序□灰鐵鑄造程序、鋼鐵鑄造程序 

□非鐵金屬初級熔煉程序□非鐵金屬二級冶煉程序□非鐵金屬製品鑄造程序□石灰製造程序 

□玻璃、玻璃製品製造程序(含玻璃纖維、玻璃陶瓷及水玻璃製造程序)□耐火物製造程序 

規範項目規範項目規範項目規範項目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設置或採行情形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設置或採行情形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設置或採行情形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設置或採行情形    

一、堆置逸散性

粒狀污染物質 

 

□無本項作業 

□堆置於封閉式建築物內。 

□除出入口外，堆置區四周應以防塵網或阻隔牆圍封，其總高度應達設計或實際堆 

  置高度一．二五倍以上。 

□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覆蓋面積應達堆置區面積百分之八十以上。 

□噴灑化學穩定劑，噴灑面積應達堆置區面積百分之八十以上。 

□設置自動灑水設備，灑水範圍應涵蓋堆置區域，並於堆置期間噴灑，使堆置物保 

  持濕潤。 

採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設施者，並應設置阻隔設備及防溢座，防止堆置物掉落或溢流至

堆置區外。 

監測

儀表

紀錄

規範 

□自動灑水設備 設置水錶並每日紀錄累計用水量 

□噴灑化學穩定劑 每次施作時紀錄藥劑名稱、用量、稀釋倍數及噴灑面

積 

二、輸送逸散性

粒狀污染物質 

□無本項作業 

□採濕式輸送作

業者 

□於封閉式建築物內操作。 

□採用密閉式輸送系統。 

□輸送系統出入口、接駁點及其他有粒狀污染物逸散之虞處，應採用局部集氣系統或自動

灑水設施。(須採捕抓速度足夠之設計與噴灑範圍、水量及頻率符合相關規範) 

監測

儀表

紀錄

規範 

□局部集氣系統 集氣系統設置獨立電表、氣體流量計、壓差計、電壓

表或其他足以顯示集塵設備正常運作之監測操作儀

表，並依規定紀錄儀表監測項目 

□自動灑水設備 設置水錶並每日紀錄累計用水量 

三、運輸逸散性

粒狀污染物質 

□無本項作業 

運輸逸散性粒狀污染物質之車輛 

□使用密閉式貨箱，或以封蓋緊密覆蓋貨箱 

□封蓋採防塵布或防塵網者，應捆紮牢靠，邊緣應延伸覆蓋至貨箱上緣以下至少十五公分 

◎運輸車輛貨箱應具有防止載運物料滴落污水、污泥之功能或設施 

四、運輸逸散性

粒狀污染物質 

（車行路徑及區

域） 

□無本項作業 

公私場所內供運輸車輛通行之路徑及區域 

□車行路徑應舖設混凝土、瀝青混凝土或鋼板，且不得有路面色差 

□位於堆置區及礦區者，得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於作業期間灑水，使表面保持濕潤 



固定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檢核表(續一) 

規範項目規範項目規範項目規範項目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設置或採行情形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設置或採行情形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設置或採行情形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設置或採行情形    

五、運輸逸散性粒狀污

染物質 

（車輛清洗） 

□無本項作業 

運輸車輛離開公私場所前，應以加壓沖洗設備清洗車體及輪胎，其表面不得附著逸

散性粒狀污染物質。 

公私場所門口及其延伸十公尺之路面，不得有運輸車輛帶出之逸散性粒狀污染物

質。 

□簡易清洗車體及輪胎設備 

□屬於需設置自動洗車設備(自動洗車設備規範如下攔所示) 

『須採用對象為港區作業、砂石採集及處理業、採礦業、水泥製造業、鋼鐵冶煉業』 

 

自
動
洗
車
設
備
規
格 

□洗車設備入口設置自動感應門，能觸動電動閘門，啟動噴水設備運作 

□洗車台 

□跳動路面之洗車台 

1.平台寬度大於運輸車輛寬度一.二倍。 

2.平台長度大於運輸車輛長度 

3.運輸車輛行駛於上，可產生上下震動去除輪胎及車身沾黏之泥

砂 

□混凝土鋪設之洗車水槽 

1.水槽寬度大於運輸車輛寬度一.二倍。 

2.平台長度大於運輸車輛長度 

3.水槽深度應達三十公分以上，水深達二十公分以上 

4.每日置換洗車水槽廢水，置換量須為水槽容量之五倍以上 

□噴水設施 

□噴水設備佈設總長度須大於洗車台長度，每一個噴水口設置間隔 

須五十公分以下 

□噴水口採高低噴水角度間隔設置，沖洗高度範圍涵蓋車體 

□噴水設備之加壓馬達須達十五馬力以上 

□運輸車輛通行洗車台期間，持續噴水 

□設置廢水處理設施，處理洗車過程產生之廢水，再利用回收或是放流 

□告示牌 

□提醒駕駛人停車等洗車警語 

□洗車設備操作方式及洗車時間 

六、易致粒狀污染物逸

散之製程、操作或裝卸

作業 

□無本項作業 

□採濕式輸送作業者 

□設置圍封式集氣系統。(須維持負壓操作狀態) 

□設置局部集氣系統。(須採捕抓速度足夠之設計) 

□採用密閉式作業。 

□於封閉式建築物內操作。 

□於作業期間灑水，使物料保持濕潤。(噴灑範圍、水量及頻率符合相關規範) 

七 裸露區域 

□無本項作業 

□植生綠化。 

□覆蓋稻草蓆、碎木或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舖設混凝土或瀝青混凝土、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保持濕潤。 

□噴灑化學穩定劑。 

□灑水並保持濕潤。 

前項防制設施應達裸露區域面積之百分之八十以上。 

屬土質堅硬不易引起揚塵，且報經當地主管機關認可者，不在此限。 

採噴灑化學穩定記者，於每次施作時記錄藥劑名稱、用量、稀釋倍數及噴灑面積並

保存藥劑購買證明 

八 廠區管理道路 

□無本項作業 

□路面舖設混凝土、瀝青混凝土或鋼板未有造成破損、髒污或路面色差 

□道路交通島及人行道裸露區域採行植生綠化及覆蓋稻草蓆或碎木者，覆蓋厚度充

足 

□道路交通島及人行道裸露區域採行舖設粗級配或粒料者，其粒徑符合可防止散逸

之效果及舖設厚度充足，或灑水保持濕潤 



固定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檢核表(續二) 

其他說明： 

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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