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度臺南市固定污染源 

空污費法規宣導說明會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協辦單位：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104年  07  月  13  日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13：30～14：00 報到 

14：00～14：10 主席致詞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4：10～14 : 40 本年度空污費徵收管制重點 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40～15：40 
固定污染源空污費相關法規及

申報作業說明 
中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5：40～15：50 綜合討論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5：50～ 散   會 



報告人:林家輝 

中華民國104年7月 



業者常見缺失-製程(管道檢測) 

管道檢測申報製程係數申報揮發性有 機物空污費者，需
要100%密閉收集且環保局審查核備才得 以使用檢測申報。 

依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公私
場所依空氣污染物檢測方法之檢測結果推估其固定污染源
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者，排放量計算方法規定如下 

1) 屬指定公告應實施定期檢測者，以最近三次應實施定期
檢測結果，推估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2) 非屬指定公告應實施定期檢測者，應以每季申報截止日
前一年內之最近一次檢測結果及其他最近二次檢測結果，
推估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3) 檢測次數未達三次者，檢具相關資料報經主管機關同意
得改變其推估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次數。 



業者常見缺失-儲槽參數填寫 

應確認儲槽形式，直徑、
高度、體積。 

平均液面高度不會大於儲
槽高度。 

天數應依當季天數，除非
有進行儲槽清洗。 

平均蒸氣壓不會比實際蒸
氣壓大 

分子量應確認低硫燃油及
柴油。另瀝青儲槽已公告
分子量為105(可參考AP-42
第11章第9頁)。 

季儲存物料量應為當季進
入儲槽量計算。 



業者常見缺失-集氣效率選用 
「集氣效率」僅指廢氣收集效率，而非廢氣之處理效率，
故不可以控制效率是之進行計算，而應視後端連接之防制
設備效率計算VOCs排放量 目前操作單元集氣設施

判斷原則，主要依據污
染源之包圍狀況與負壓
監測儀錶(壓差計)之設置

位置兩大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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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氣罩(60%)： 
1. 需裝設電表，並記錄用 電量(無法加
裝電表者 可檢據佐證資料) 

2. 需紀錄抽風量及風速 (佐證資料及監
測設施)  

業者常見缺失-集氣效率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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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圍式操作(80%)： 
1. 設置包圍型氣罩者 

2. 需裝設電表，並記錄用 電量(無法加
裝電表者 可檢據佐證資料) 

3. 需紀錄抽風量及風速 (佐證資料及監
測設施) 

業者常見缺失-集氣效率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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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閉負壓操作(90%)： 
1. 圍封空間內污染排放 區域符合負壓操
作並 有壓力監測儀表者(認 定為90%) 

2. 需裝設電表，並記錄用 電量(無法加
裝電表者 可檢據佐證資料) 

3. 需紀錄壓力差及風速 (佐證資料及監
測設施)  

業者常見缺失-集氣效率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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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閉負壓操作(100%)： 
1. 圍封空間內污染排放區域及人員或物料進出口 處符合負壓
操作並設有監測儀表者且由本局人 員認定後(可為100%)  

2. 需裝設電表，並記錄用電量(無法加裝電表者可檢 據佐證資
料)  

3. 需紀錄壓力差及風速(佐證資料及監測設施) 

業者常見缺失-集氣效率選用 



業者常見缺失-設備元件 

依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
管制與排放標準 第11條
規定，設備元件包括泵浦、
壓縮機、釋壓閥、安全閥
等釋壓裝置、取樣連接系
統、開口閥、閥、法蘭、
管牙、快速接頭或其他與
製程設備銜接之連接頭等。 

若公私場所進行歲修清洗
管線及設備元件，這段時
間操作小時數可不需申報。 

申報依據應以每季定期檢
測報告計算排放量 

業者填寫操作小時數應以
該季天數加總。 

 

 

 



業者常見缺失-廢水處理廠 

若廢水成份中無個別物種，
應檢具檢測報告證明無個
別物種。 

另103年1月起應符合揮發
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與
排放標準，第36條 規定 



業者常見缺失-VOC優惠係數 

集氣設備：密閉負壓操作，效率100% 

防制設備：RTO，已申請自廠係數效率認定為95.93% 
背景說明 

連續式吸脫附接續焚化處裡適用之處理效率值為90% 

RTO效率95.93 % ≧95% 

                             且≧90%+3% 

故該廠符合優惠係數適用條件 

認定結果 



宣導事項-佐證資料上傳 

原(物)料、燃料、產品
產量報表 

原(物)料、燃料購買憑
證 

近三年管道檢測摘要
表 

燃料含硫份證明 

活性碳購買憑證 

原(物)料物質安全資
料表 

設備元件檢測摘要
表 

 

 

 



宣導事項-驗證空污費申報正確性 

依據空污費收費辦法第11條，針對以檢測結果計算之污染
源進行檢測，其檢測結果換算單位活動強度之排放量，與
公私場所申報差異達20%以上者，重新核算空污費。 

依據空污費收費辦法第12條，主管機關查核以排放係數或
質量平衡計量方式計算之固定污染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央主管機關應重新核算該固定污染源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以排放係數計算之 設備元件，依抽測原則進行抽測，其抽
測結果與公私場所申報結果不相符。 

以質量平衡方式計算之原(物)料中揮發性有機物含量重量百
分比進行檢測查核，其結果差異達10%以上 





報告人：中興工程鍾有賢 

1 0 4 年 7 月     

VOCs空污費網路申報作業
及常見問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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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大 綱 



空污費線上申報系統主要包含 

主要包含步驟一：線上試算、步驟二：繳費單申報及步驟三：

完成申報等三個功能區，協助廠商進行線上SOx、NOx及VOCs

污染物種申報作業 

步驟一：線上試算 
請先進入「線上試算」功能區，對列管的SOx、NOx之煙道及VOCs之製程逐筆

試算應繳之空污費 

步驟二：繳費單申報 
待完成所有資料試算後，請廠商選擇新增電子化代收(三聯單)或書面臨櫃(原

六聯單)繳款方式至各約定便利超商、郵局或金融機構（7-11超商、全家超商、

萊爾富超商、OK超商、郵局、台北市-台北富邦銀行、高雄市-高雄銀行、其

餘縣市-台灣銀行）繳費，繳費完成後登入空污費申報系統後進入「步驟二 

繳費單申報」，將繳費單編號、繳費金融機構、繳費日期、繳費金額等資料

填入申報介面，存檔後，需繼續點選「步驟三 完成申報」，才算完成申報 

步驟三：完成申報 
重新確認所有試算及繳費單申報資料皆無誤後，即可進入「完成申報」功能

區進行申報確認動作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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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登入畫面 

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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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線上試算」 

請按「步驟一 線上試算」，進入試算 

2為揮發性有機物之申報欄位 

按「線上申報」  

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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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報年度與季別 

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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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增申報年度 

•5.鍵入申報之年度及
季別 

•6.完成鍵入與點選後
，按下「確定」，確
認申報的年度與季別 

•7.顯示申報之年度與
季別，從「管制編號
」按下，進入申報製
程之VOCs排放量或
申報操作單元之
VOCs排放量 



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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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進入後，顯示畫面如下圖所示： 

    表2為製程之VOCs及個別物種的排放量申報，按「新增」，新增製
程表單，選擇完成存檔後，進行製程之VOCs及個別物種排放量申報 

    表3~7為操作單元（儲槽、裝載操作、廢棄燃燒塔、廢水處理場與油
水分離池、設備元件）之VOCs及個別物種的排放量申報，並依照實廠
狀況進行操作單元之VOCs及個別物種的排放量申報  



申報「製程」排放量 

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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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表2(製程)，請
按「新增」，進入計
算表單 

•2.依序填入製程編號
及製程代碼，製程代
碼以彈跳視窗進行關
鍵字查詢  

•3.製程申報計量方式 

•4.選擇「公告係數」
者需選擇申報製程所
屬公告的行業製程別 



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9 

•5.選擇「EIA規範」、
「自廠係數」者，請自
行填入申報製程單位排
放強度與單位 

•6.選擇「管道檢測」，
則需自行填入管道編號
，檢測報告編號，日期
，並請自行計算單位排
放強度 

•7.請依序填入估算基礎
，此估算基礎單位需與
公告排放係數之單位一
致  

•8.填入原物料或產品量 



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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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依據實廠狀況填入單
一控制方式 

•10.屬於多樣設備串並
聯說明及計量方式為公
式者之說明 

•11.屬固定床吸附塔者
須自行填入防制設備削
減量f1(需考慮集氣效率
)，屬質量平衡者，須自
行填寫防制設備削減量
，同時也須填寫附件1

和2，相關附件表單請
至檔案下載區中下載，
且在資料上傳區中上傳 

•另屬單一或多樣設備者
須自行填入控制效率f3(

須考慮集氣效率及防制
設備處理效率)  



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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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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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填入防制設備實際
處理效率及規定處理效
率，再由系統判斷是否
符合優惠係數適用規定 

•13.系統依前述填入資
料計算控制後排放量 

•14.倘防制設備處理效
率有符合優惠係數規定
，則請自行填入優惠排
放量(優惠排放量=控制
前排放量*集氣效率
*(100%-防制設備處理
效率) 

•15.填寫完畢後並儲存 



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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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儲存完畢後，即會
出現各製程明細表 

•17.表單下半部為申報
製程使用之個別物種，
依廠內實際狀況選擇
所使用之物料所含之
個別物種，並填入使
用之個別物種量及總
VOCs量，由系統計算
排放比例及排放量，
若屬反應性製程，則
系統將自動帶出公告
比例值。 

•將VOCs及個別物種
申報皆填寫完畢後，
確定申報無誤，請回
表頭進行「存檔」  



申報「儲槽」排放量 

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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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儲槽申報資料 

•2.填入儲槽編號及其所屬製程之名稱及編號，依實廠之「儲槽」型式進行點選 

•3.點選後系統將公告公式試算表單以彈跳視窗進行試算 

•4.試算後按「確定」， 

將帶入「進料量、控制前 

排放量」 

•5.選取物料名稱 

•6.「儲槽」申報計量方式 

採公告係數者，其進料量 

及控制前排放量由系統試 

算並直接代入 

•7.依實廠填入控制方式， 

操作方式與製程申報相同  

•8.填入防制設備實際及規 

定處理效率，由系統判斷 

是否符合優惠係數之規定 

•9.系統自行計算 

•10.符合優惠係數規定， 

則請自行填入優惠排放量 



儲槽計算表 

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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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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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儲槽表單下半部為申報儲槽之個別物種，依廠內實際狀況選擇所儲
存之物料所含之個別物種，並填入儲槽個別物種進料量及總VOCs進料
量，由系統計算排放比例及排放量 

•12.將VOCs及個別物種申報皆填寫完畢後，倘若確定申報無誤，請回表
頭進行「存檔」  



申報「裝載操作」排放量 

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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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裝載操作申報資料 

•2.填入裝載操作所屬製程之名稱及編號 

•3.依實廠「裝載操作」 

之編號、型式與裝載物 

料進行填寫。物料可由 

彈跳視窗進行搜尋點選 

•4.「裝載操作」申報計 

量方式 

•5.請依序填入裝載物料 

之MY、P、T，並以下 

拉式選單，請以實廠狀 

況選擇「裝載型式」， 

系統將自動計算出 

S、LL。並請填入季物 

料裝載量。  



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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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系統將自動計算控制前的排放量 

•7.依據實廠狀況填入控制方式 

•8.填入防制設備實際處理效率及規定處理效率，再由系統判斷是否符合優
惠係數適用規定 

•9.系統依前述填入 

資料計算控制後排 

放量 

•10.倘防制設備處理 

效率有符合優惠係數 

規定，則請自行填入 

優惠排放量 



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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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表單下半部為申報裝載操作之個別物種，依廠內實際狀況選擇所儲存
之物料所含之個別物種，並填入儲槽個別物種進料量及總VOCs進料量，
由系統計算排放比例及排放量。 

•12.個別物種申報皆填寫完畢後，倘若確定申報無誤，請回表頭進行    

「存檔」  



申報「廢氣燃燒塔」排放量 

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20 

•1.新增申報資料 

•2.填寫製程名稱及編號 

•3.請填入編號 

•4.申報計量方式 

•5.依實廠狀況填寫季廢棄流
量與廢氣燃燒塔之實際熱值 

•6.選擇廢氣燃燒塔使用時間
或廢氣處理流量及廢氣總淨
熱值及排放速度限值是否符
合「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
管制及排放標準」規範 

•7.填完後，系統將自動計算
排放量 

•8.申報個別物種 

•9.確定申報無誤，請回表頭
進行「存檔」 



申報「廢水處理場與油水分離池」排放量 

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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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申報資料 

•2.寫製程名稱及編號 

•3.選擇項目，並填編號 

•4.選擇申報計量方式 

•5.填入排放係數、單位
，及季廢水處理量 

•6.系統將自動計算算出
「控制前VOCs排放量」 

•7.依據實廠狀況填入控
制方式  

•8.防制設備實際處理效
率及規定處理效率 

•9.系統自動計算控制後
排放量，採管道檢測申
報者，控制後排放量須
自行填入 

•10.有符合優惠係數規
定者，則請自行填入 



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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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表單下半部為申報裝載操作之個別物種，依廠內實際狀況選擇所儲存
之物料所含之個別物種，並填入儲槽個別物種進料量及總VOCs進料量，
由系統計算排放比例及排放量。 

•12.個別物種申報皆填寫完畢後，倘若確定申報無誤，請回表頭進行    

「存檔」  



申報「設備元件」排放量 

貳、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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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設備元件申報資料 

•2.填寫製程名稱及編號 

•3.選擇申報閥件項目 

•4.選擇計量方式及季操作時數 

•5.設備元件之洩漏區間有「
≦5 ppm」、「5ppm＜
C≦1000ppm」、「1000ppm＜
C＜ 10000ppm」、「C 

≧10000ppm」等4段區間，其
中以公告係數申報者，再依實
廠狀況填寫估算基礎及元件數 

•6.填寫完畢系統將自動計算該
製程之總排放量。 

•7.依實廠狀況詳細填寫備註欄
位。 

•8.若公私場所為石油煉製業，
則必須選擇項目後有(石油煉製
業)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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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依廠內實際狀況選擇製程之個別物種，並填入其製程中個別物種的排放量及
總VOCs排放量，由系統計算排放比例及排放量，亦可自行填寫排放比例，由系
統計算排放量，若為反應性製程，則將會自動帶出排放比例值。 

•10.將VOCs及個別物種申報皆填寫完畢後，倘若確定申報無誤，請回表頭進行
「存檔」  



檢視總表與 

確認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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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成製程與操作單元之
VOCs及個別物種排放量計算
後，檢視總表。請按「總表」
，查看總表中VOCs及個別物
種之計算後排放量及應繳費額
是否正確 

•2.確認其它如防制設備減免
或是耗材減免金額等。 

•3.若確認無誤，按「確認上
傳」，計算結果將上傳至與
SOx、NOx之申報畫面  



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26 

     確認上傳後，回到此頁面 
•4.若需要將網路申報資訊列印，按「友善列印申報資料」，即可將本季的空
污費申報表單進行列印留存或請款之用。 

•5.將出現SOx、NOx、VOCs申報資訊及費額 

•6.加總SOx、NOx之應繳費額，此為本季空污費之應繳費額 



「步驟二 繳費單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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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步驟一之線上申報後，將出現此畫面 

•1.呈現VOCs申報資訊及費額 

•2.呈現加總SOx、NOx之應繳費額 

•3.廠商繳完費額後，回系統，按下「步驟二」，顯示繳費資訊登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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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選擇繳費方式(擇
一)：a.新增電子化代
收(三聯單)或b.書面
臨櫃(原六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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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選擇電子化繳費者 

•5.系統會自動帶入步
驟一試算之應繳費金
額，業者於收到環保
局核算公文後需補繳
或抵減者，可按修改
鍵進行應繳費金額之
異動 

•6.電子繳費管道分別
為台銀臨櫃、郵局及
便利超商，其郵局（
依繳費金額自付手續
費）及便利超商（繳
費僅限限2萬元以下）
需自付手續費，選擇
繳費管道後，列印繳
費單至代收行庫進行
繳費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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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繳完費後，回
空污費系統，選
擇步驟二繳費單
申報 

•8.選擇情形一本
季需繳納空污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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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填寫正確繳費單上之
銷帳編號(電子化代收) 

•10.選擇繳費管道名稱
與分行等資料 

•11.確認無誤後按「儲
存本筆繳費單申報」 

 

b.選擇書面臨櫃繳費者 

•12.重複第6點及第7點
步驟，正確填寫繳費單
之繳費單編號(六聯單) 

•13.選擇繳費管道名稱
與分行等資料 

•14.確認無誤後按「儲
存本筆繳費單申報」 

•15.屬情形二者之選項 

•16.屬情形三者，輸入
溢補繳公文文號及金額
，按下「確定」按鈕  



完成申報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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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確認無誤後按「步驟三、完成申報」，即會列出申報資料及繳費單資料 

•2.確認無誤後按下「完成申報」之按鈕後，便無法再進行任何資料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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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製程原物料申報量、VOCs含量值(%)申報錯誤 

原料使用量或產品量四捨五入取位至小數點第二位 

原(物)料VOC含量值(%) 
四捨五入取位至小數點 
第二位  

1 

2 

選用公告係數申報者原(物)料VOCs含量值(%)不需更正，請維持100%。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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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道檢測檢測係數計算錯誤 

一、檢測當日產量：30T/日、11T/日及12T/日 

       當日操作時數：24小時/日        

二、當日檢測排放量： 

       非甲烷碳氫化合物(VOCs)=0.41kg/hr 

三、檢測報告推估排放係數： 

           檢測當日估算基礎量(單位/小時) 

           =當日產量÷當日操作時數 

           =(30+11+12)÷24 

           =2.21 (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第二位) 

           檢測排放係數(kg/ton) 

           =當日檢測排放量÷檢測當日估算基礎量 

           =0.41÷2.21 

           =0.186 (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第三位) 

          

1 

2 

2 

1 1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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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儲槽相關參數項目建置錯誤 
儲槽儲存天數：依每季實際天數計算 

                         (如下頁附表) 

縣市別需選擇 

平均日蒸氣壓差及真實蒸氣壓可參

照表AP-T，需特別注意「平均日蒸

氣壓差」應小於「真實蒸氣壓」值

方屬合理。(如下頁附表) 

顏色係數參照表AP-T。 

分子量參照表AP-T，柴油及重油 

則依公告數值申報。(如下頁附表) 

儲槽體積需符合下列公式計算： 

體積=(直徑/2)2 ×3.141592654×高度 

產品係數非原油之物料者請均選擇為 

「汽油及其他液體」。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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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之蒸氣壓及平均日蒸氣壓： 

燃料名稱 平均日蒸氣壓(psia) 真實蒸氣壓(psia) 分子量 

重油 0.000037 0.000076 190 

柴油 0.003716 0.010613 130 

備註：瀝青分子量為105 

＊季實際儲存天數：以當季每月天數計算 

季別 實際儲存天數 

第一季 

 

90天(2月份以28天計算) 

91天(2月份以29天計算) 

第二季 91天 

第三季 92天 

第四季 92天 

(三)儲槽相關參數項目建置錯誤(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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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備元件季操作總時數錯誤 

     季操作總時數： 

     依該季每月實際天數×24小時計算(如下頁附表) 

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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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備元件項目類別及季操作總時數錯誤(續) 

季別 總操作時數 

第一季 

 

90天× 24小時=2160小時(2月份以28天計算) 

91天× 24小時=2184小時(2月份以29天計算) 

第二季 91天× 24小時=2184小時 

第三季 92天× 24小時=2208小時 

第四季 92天× 24小時=2208小時 

＊季總操作時數：依該季每月實際天數×24小時計算 

備註：如申報所屬季別有歲修情形者，需提佐證資料即可扣除該季操作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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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MSDS之揮發性有機物含量認定方式 

項目 認定方式 

MSDS所列物質成份含量未
達100% 

以MSDS所列VOCs含量物質加總計算 

MSDS所列物質成份含量加
總>100%，含VOCs之物質
含量加總未達100% 

以MSDS所列VOCs含量物質加總計算 

MSDS所列物質成份含量加
總>100%，且含VOCs之物
質加總>100% 

以100%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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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DS所列物質成份含量未達100% 

成份 含量(%) 

苯 <15 

甲苯 <20 

異丙醇 40-55 

樹脂 5-7 

認定方式： 
 

     →以MSDS所列VOCs含量物質加總計算 
 

計算結果： 

     →V=15%+20%+5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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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DS所列物質成份含量加總>100%，含VOCs之物質含量
加總未達100% 

成份 含量(%) 

苯 <15 

甲苯 <20 

異丙醇 10-25 

水 <40 

苯乙烯 <5 

樹脂 5-7 

認定原則： 
 

     →以申報方式為依據 
 

計算結果： 

 →V=15%+20%+25%+5% = 65% 
(VOCs之含量物質加總計算) 

 → V=100%-40%(水)-5%(樹脂)=55%  
(100%扣除非VOCs之含量物質) 

總物質成份含量加總
=15%+20%+25%+40%+5%+

7%=112% 

含VOCs之物質含量加總
=15%+20%+2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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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DS所列物質成份含量加總>100%，且含VOCs之物質加總>100% 

成份 含量(%) 

苯 35-45 

甲苯 <20 

異丙醇 10-25 

水 <3 

苯乙烯 5-15 

樹脂 5-7 

認定方式： 
 

     →以100%認定 
 

計算結果： 

     →V=45%+20%+25%+15%=105%>100%(以100%認定) 

總物質成份含量加總
=45%+20%+25%+3%+ 

15%+7%=115% 

含VOCs之物質含量加總
=45%+20%+25%+1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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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個別物種漏報及計算錯誤 

→申報時依填入之製程別系統會
自動帶出法規公告排放比例計算。
(☆需選擇正確之製程別) 

※個別物種漏報-【反應性製程】 

◆申報方式： 

單一排放比例(公告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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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物種漏報-【非反應性製程】 

 

◆計算結果： 

   I1(VOCs)=1391.1×25%＋419×100%=766.78kg 
   HI1(二甲苯)=1391.1×15%＋
419×100%=627.67kg 
   P(二甲苯)=627.67/766.78=81.86% 
    備註：HI1及I1自行核算填入後P值由系統 
              自動核算帶出 

◆申報方式： 排放比例(%)→P=HI1/I1 1 
2 3 

1 

2 

3 

5-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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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物種漏報-【廢水處理場及油水分離池】 

系統自動代入廢
水處理廠及油水
分離池排放比例 

◆申報方式： 

→表6(廢水處理場和油水分離池)系統會自
動帶入法規公告之排放比例值，若廢水成分
中無公告之個別物種者，則需檢具廢水中成
分資訊作為佐證資料，方可刪除申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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