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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統說明 

為使生煤、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物質販賣對象、販賣量及使用量資料電子化，促

使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以掌握國內流向，依據生煤、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之

物質販賣或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管制需求開發本系統。 
業者可透過系統功能利於查詢與保存歷年販賣、使用量之歷史資料；線上申報作業亦可

減少書面申報郵寄時間，避免郵寄延誤、遺失等狀況發生。 

 環境需求 1.

瀏覽器以 Microsoft IE9.0 以上 

 系統功能 2.

提供使用者可以透過網路進行生煤、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物線上申報作

業。 

二、 系統帳號/密碼申請流程 

已於固定污染源管理資訊系統註冊，以原帳號/密碼登入 
尚未持有帳號密碼者，依以下步驟申請 

(1)進入固定源系統登入頁面後，點選「工廠申請權限」。 

 
(2)填寫公私場所基本資料，並選擇登入方式： 

方式 A：帳號密碼 
方式 B：自然人憑證 
務必填入 E-mail 帳號，系統將據以寄發主管機關審查補件通知、提醒申報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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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線上登入申請，檢具申請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 

 

三、 操作說明 

 登入系統 1.
以工廠權限登入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後，點按下圖之「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申報」，

即可進入申報列表介面。本系統建議使用 IE 9.0 以上瀏覽器。 
 

填寫公私場所基本資料

務必填入 E-mail帳號

系統將據以寄發

 主管機關審查補件
 提醒申報等通知訊息

帳號密碼 自然人憑證

設定帳號 身分證字號

選擇登入方式

登入方式選擇

點選【傳送】及【列印】

環保局審核通過，開啟使
用權限後，系統將寄發通
知至指定電子信箱(含預
設密碼)

自行通知縣市環保局，提
送應檢附之申請資料及證
明文件

環保局通知審核完成後，
業者先以預設密碼登入系
統變更密碼，以維護資訊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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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報列表查詢 2.
畫面。 

 
申報業者進入該頁面後，可以看到其所有的申報項目及各項目的狀態。 
在表頭欄位內的文字框中輸入關鍵字後按 Enter，可查詢符合條件的資料。文字框旁

的「Ｘ」可清除查詢條件。 
若申報狀態是未申報，則使用最左邊的「開始申報」按鈕可進入申報主頁。若是其

他狀態，則此按鈕變為「詳細資料」，一樣可進入申報主頁。 
 使用申報主畫面 3.

未申報或申報中狀態的申報主頁畫面如下，主要功能是新增修改及刪除使用庫存量

或每月購買販賣量以及申報彙整傳送。 

查詢條件

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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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主管審查機關退回的申報補件資料的申報主頁畫面如下，主要是增加了查看補件

通知的功能。 

 
 

其他狀態的申報主頁畫面如下圖，所有資料都是不能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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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修改及刪除販賣/使用、庫存量紀錄 4.

新增販賣、庫存量紀錄畫面如下。 

 
新增完成後畫面如下。 

 
修改時直接點擊資料列即可在欄位上修改，畫面如下。 

 
直接點擊最左邊的刪除按鈕就可以刪除該列資料。 
 

 新增、修改及刪除每月購買量、販賣量 5.
新增每月購買販賣量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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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輸入工廠資料時，點擊小地球圖示，就會出現挑選工廠的畫面，如下圖。 

 
輸入當季每月購買/販賣流向注意事項： 
(1) 同月份向同一公私場所購買/販賣 2 次以上，將購買/販賣量加總申報一筆即可，

但書面紀錄仍需逐筆紀錄。 
(2) 買賣日期，若向國外販賣商購買，請填寫第一次的報關日期；若向國內販賣商調

貨購買，請填寫當月開設發票日期(如廠商未每月請款，請填入當月第一次販賣

或購買日期)。 

領有使用許可證

第八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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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於小地球，發現沒有欲申報的國外販賣商，請檢具相關資料向當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協助新增國外販賣商資料。 
(4) 販賣許可業者申報”賣出”時，勾選“販賣予尚未持有生煤使用許可證之業者

其許可物質僅供試車使用”，才可選擇未領有使用許可證對象。 
輸入成分含量及堆置場所在地址注意事項： 
(1) 生煤成分含量重量體積百分比請申報【灰分上限值】、【含硫量上限值】、【固定

碳下限值】、【熱值下限值】，請參照附件 1 範例 
(2) 如購買同一批許可物質，其販賣商提供多份成分分析證明文件，請申報期許可

物質成分之最大範圍限值即可。 
(3) 申報許可物質貯存及堆置場所，請輸入縣市別(可跨縣市)及堆置場地址 
修改及刪除的方式都如同前述操作使用庫存量紀錄時一樣。 
若本季無買賣資料，也可以直接勾選新增按鈕旁的「本季無買賣行為」，所有已輸入

的資料也會一併刪除，如下圖。 

 
 申報彙整傳送及列印 6.

若是資料已填寫完成或是已補件完成，都要使用「申報彙整及傳送」功能，讓主管

審查機關可以進行審查。按下「申報彙整及傳送」後的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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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資料確定無誤，再按下「確認傳送」鈕即可。也可以按下「列印」，系統會將資料

內容轉成 PDF 檔格式出現在畫面上，如下圖。 

 

 

 
 
 
 
 
 
 

 

3-列印/確認傳送

2-預覽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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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確認傳送按鈕後，需再一次按下確認送出，結束後系統會異動進行完整性與合理性檢核 

 
如果系統自動檢核過程中，發現有申報資料填寫有誤時，會自動轉跳錯誤提示(如下圖)，需

修改完成後才能完成傳送 
 
 

 

 
 
 
 

4-再次確認

5-申報列表顯示為【完成申報】

申報資料
完整及合理性

檢核

3.申報月販賣量必須與相同
月販賣量明細之合計相等

2.月販賣/使用量
必填，不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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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報補件 7.
業者申報資料經環保局審核後，需進行補件動作者，其申報列表申其申報狀態將顯

示為「申報補件」。請點選「申報補件」查看補件內容。 

 
查看補件通知，點選「查看補件通知」就可以看到主管機關填寫的意見，如下圖。 

 
修改時直接點擊資料列即可在欄位上修改，修改後直接按【Enter】存檔，再點選申

報彙整及傳送進行再次審查。 

 

申報狀態：申報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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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件 

 成分證明文件： 1.

 

 

類別 英文名稱 定義

濕基 As received basis ,
簡稱A.R.B或A.R. 總水份(表面水及內含水份)

氣乾基 Air-dried basis,
簡稱A.D.或A.D.B 僅內含水份(已去除表面水)

乾基 Dry basis,
簡稱D.B 完全不含水份

灰分上限值：
含硫量上限值：
固定碳下限值：
熱值下限值：

均以氣乾基
檢測結果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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