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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申報系統設計緣由 

書面申報 

線上申報-資料電子化 

販賣商 使用業者 

問題 

上下游販賣量、使用量無法平衡 

流向無法掌握 

地下工廠無持有使用許可，確可
購買到生煤現況 

功能 

許可、申報資料電子化 

完整流向追蹤機制 

提供跨縣市勾稽報表、警示名
單供查核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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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管理申報好處 

環保局 

1 可即時查詢轄區內核發許可
證狀況 

2 

可完整掌握許可物質上、下
游流向(含跨縣市販賣)，不
需以書面方式向各縣市索取
比對資料 

3 可線上審查業者申報資料，
並於線上通知補件內容 

4 
可直接取得實際販賣/使用量
大於許可量之業者名單，進
行稽查 

5 可直接取得警示名單，篩選
查核對象 

業者 

1 申報資料電子化，利於查詢與
保存資料 

2 
線上申報可減少書面申報郵寄
時間，避免郵寄延誤、遺失等
狀況 

3 如申報有誤，於未彙整上傳環
保局時，可直接於線上修正 

4 可下載歷年申報資料(excel檔)，
作為廠內數據分析資料來源 

5 可逐批紀錄，其列印(word檔)，
可作為書面紀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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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及適用對象 

 易致空氣污染物質管理資訊系統適用對象 
1. 生煤 
2. 石油焦 
3. 含硫份量超過百分之0.5之液體燃料，供固定污染源使用者 
4. 水煤漿供固定污染源使用者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8條及生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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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條。 

公告事項： 
一、領有生煤、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物販賣、使用許可證者，

應以網路傳輸方式辦理申報作業。 
二、自106年1月起於每年1、7月月底前上網申報前半年每月許可物

質販賣對象、販賣量、購買對象、使用量及庫存量等。 

公告「以網路傳輸方式辦理生煤、石油焦或其他
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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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煤、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 
    之物質販賣或使用常見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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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面-水煤漿管制方式】 
Q1.水煤漿製造需要申請生煤使用許可證? 
是的。由於水煤漿主要成分有70%為生煤，為完整掌握許可物
質流向，即使生煤非燃料用途使用，仍需要申請生煤使用許可
證。 
 
Q2.水煤漿製造所核發的生煤使用許可證注意事項 
水煤漿製造所核發的生煤使用許可證，需核定產品產量水煤漿
的年最大產量。 
 
Q3.水煤漿使用需要申請「水煤漿(生煤加工成品水煤
漿)」使用許可證? 
目前未公告水煤漿為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但為完整掌握生煤
的使用流向，建議業者申請生煤使用許可證。 
環保局於核發許可證時，建議核發許可物質名稱水煤漿(生煤加
工成品水煤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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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面-水煤漿管制方式】 
Q4.販賣水煤漿需要申請「水煤漿(生煤加工成品水煤
漿)」販賣許可證? 
是的。 
 

Q5.販賣水煤漿、購買水煤漿時，是否需要進行申報? 
目前易致空氣污染物質管理資訊系統已預留許可物質為水煤漿之
欄位，惟目前尚未公告水煤漿為易致空氣污染物質，但建議環保
局仍可鼓勵水煤漿購買業者進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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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面-生煤加工】 
業者狀況描述：業者領有生煤使用許可證，將生煤研
磨加工或與砂混和研磨後成為產品，販售給鑄造廠。 
 
解釋函回覆內容：本案工廠將生煤研磨加工或與砂混和研磨後成
為產品，因加工前後生煤性質及數量並未改變，未涉及生煤之
「使用」行為，自非屬使用許可證之核發對象；倘該工廠欲使用
生煤(例如以生煤為燃料)，則應先申請取得使用許可證，始得為
之，並以自用為限，不得轉讓；另倘該工廠欲將生煤研磨加工後
販賣，則應先申請取得販賣許可證後，使得為之，且依前述規定
領有販賣許可證者，其販賣對象以領有使用許可證或依第8條第1
項經主管機關通知紀行檢測者為限。 

Q1.加工業者、下游鑄造廠持有許可證? 
加工業者生煤使用許可證、生煤販賣許可證 
下游鑄造業者生煤使用許可證  
 

 

2015年10月21日環署空字第10400820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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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現況描述：大廠持有生煤使用許可證10張(一機組
申請一張)，煤炭由總公司統一進口購買，問題如下： 
Q1.非同一機組使用同一批生煤，申報使用量時同時申
報生煤成分將會導致困難度 
申報使用量不需申報生煤成分，僅於申報購買時需填入許可物質
成分資料。 
 
Q2.目前每年由國外進口煤輪約200艘，使得每季申報
購買量達40-50筆數，導致申報負荷 
該月份如向同一國外販賣商購買多筆生煤，其購買量請自行加總
並以一筆數值申報即可。(與國外申報的購買日期請申報當月第
一批進口的報關日期) 

 
 

【系統業者申報案例1-大廠持有多張許可合併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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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業者申報案例1-大廠持有多張許可合併申報】 
 

Q3.10部機組所使用的生煤統一堆置在同一堆置場所，
若分為10張許可證申報時會產生申報庫存量的問題 
【狀況1：10張許可證，管編編號相同，  合併申報】 

業者書面記錄 業者 
書面申報現況 

環保局幫業者申
請一合併申報 業者線上申報 

使用量 各機組自行記錄 10機組加總 10機組加總 

庫存量 半年度申報庫存 一數值申報 一數值申報 

購買量 統一申報 統一申報 統一申報 

證書字號 合併申報XX 合併申報XX 

年核定量 10張許可證加總 

備註欄位 請註記哪幾張許可
證被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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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業者申報案例2-母公司統一叫貨給各子公司】 
Q1.子公司應如何申報購買 
【狀況1：母公司僅代為叫貨，且並未涉及支付國外貨款，貨
款仍為子公司自行支付者】 
 
子公司如實申報，向國外販賣商購買多少量進入子公司，購買
日期以報關日期為主。 
 
【狀況2：母公司叫貨，且直接支付國外廠商貨款，貨運往子
公司，且母、子公司間有發票開立的行為】 
 
A. 母公司有販賣行為，依據管理辦法第3條申請販賣許可證，

且依據現行管理辦法第14.15條規定辦理，申報相關購買、
販賣量等。 

B. 子公司申報購買時，直接申報向母公司購買許可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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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致空氣污染物質管理資訊系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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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致空氣污染物質管理資訊系統架構 

國外販賣商基本資料維護 

申報名單維護 

易致
空氣
污染
物質
管理
資訊
系統 

 

輸
入
系
統 

申報列表 

審查列表 

 

查
詢
系
統 

許可證名單 

 販賣、使用業者申報明細 
■販賣業者申報實際販賣明細  ■販賣業者申報實際購買明細 
■使用業者申報實際購買明細  ■使用業者申報實際使用明細 

 

未於期限內申報名單 
■未申報 ■申報中 

 
警示名單 

■販賣流向名單  ■使用流向名單 

勾稽名單 
■實際販賣量超出許可年核定量名單 
■實際使用量超出許可年核定量名單 

 

系統架構說明(一) 

業者 

環保
局 

環保
局 

申報資料電子化 

許可資料電子化 

強化流向追蹤機制 

解決跨縣市勾稽 

申報資料電子化 



類別 使用者 名稱 功能說明 

輸入
系統 

   業者 申報列表 提供業者申報/補正介面 

環保局 

申報列表 檢視轄區內業者申報狀況 

申報名單維護 新增轄區內許可證及已核發許可證
內容進行修改 

國外販賣商基本資料維護 新增、刪除國外販賣商基本資料 

查詢
系統 環保單位 

許可證名單 轄區內有效許可證名單 

販賣、使用業者申報明細 
提供端轄區內業者4類申報明細 
【販賣-販賣量】【販賣-購買量】
【使用-使用量】【使用-購買量】 

未於期限內申報名單 提供轄區內業者未於法規規範期限
內申報之名單 

警示名單 提供轄區內2類【販賣流向】【使
用流向】之名單 

勾稽名單 提供轄區內2類【販賣量】【使用
量】超出許可年核定量之勾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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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所提供各項輸入、查詢表單功能說明 
系統架構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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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位資料來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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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含量重量(體積)百分比% 

※注意事項 
成分含量重量體積百分比，需申報以下成分 
 灰分上限值：Ash 
 含硫量上限值：Total Sulphur 
 固定碳下限值：Fixed Carbon 
 熱值下限值：Gross Calorific Value 

Q1. 文件上何處名列許可物質成分含量重量(體積)百分比?      
說明1【成分含量重量體積百分比資料-成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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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報單 
填寫賣方名稱 
例如Coal2.com 

 成分分析證明文件 
填寫Shipper後名稱 
例如Coal2.com 

Q2.文件上何處可以看到國外販賣商的名字及國別? 
說明2：國外販賣商名稱來源/進口報單/成分分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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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成分文件與申報系統對應說明 
說明2【成分證明文件與申報系統欄位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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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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海關報關CCC.Code碼對應許可物質的中文名稱? 
說明3：海關CCC.Code碼與許可物質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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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國ASTM對應之煤礦種類其各
類成分含量重量(體積)百分比% 

2-對應台灣海關CCC.Code及中文名稱 

Q4.如何依據成分證明文件區分為生煤種類? 
說明4：美國ASTM煤礦總類分類表對應台灣海關CCC.Code及中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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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登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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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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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 

【工廠申請權限】 

工廠申請權限 

系統帳號/密碼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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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持有帳號密碼者，依以下步驟申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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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帳號/密碼申請流程 



26 

 尚未持有帳號密碼者，依以下步驟申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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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帳號/密碼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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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正式系統  

輸入帳號、密碼 

易致空氣污染物質管理資訊系統登入方式 

登入系統 

1.縣市別 
※分區縣市對照表 

北 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
桃園縣、新竹(縣)市、宜
蘭縣、 花蓮縣、台東縣、
連江縣 

中 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澎湖縣 

南 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
高雄市、金門縣 

2.縣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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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端線上申報 



29 

業者端線上申報流程圖 

執行線上申報作業 

業者 環保局 
選擇申報季別 

(申報狀態) 

申報彙整傳送 
申報列表 

(選擇欲審查廠商
及季別) 

案件審查 

申報明細進入系統 

通過 
未通過，通知補正 

完整及合理性檢核 

未
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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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線上申報登入 

 業者端申報步驟1-登入畫面 

易致空氣污染物質申報 

點選 

【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申報】 

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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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申報步驟2-登入欲申報季別 
登入顯示 

公私場所每季申報
狀態 

依據欲申報年度、季別選擇 

【點選開始申報】 

進入申報介面 

 

開始申報 

業者端線上申報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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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商線上申報作業 
 販賣商申報流程1-申報當季每月總【販賣量】、【庫存量】 

1-新增 

※注意事項 
 每月總販賣量、總庫存量以許可證為單位，自行加總後以一數值進行申報 

2-輸入當季每月總販賣量、庫存量 



 販賣商申報流程2-申報當季每月【購買／販賣流向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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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商線上申報作業 

3-新增 

4-輸入當季每月購買／販賣流向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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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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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發票的日期(如廠商未每月請款，請填入當月第
一次購買日期)，但書面紀錄仍需逐筆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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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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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販賣商申報流程2-申報當季每月【購買／販賣流向及量】 
販賣商線上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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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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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
條，領有販賣許可證者，其販賣對象以領有使用許可證或依第八條第一項經主

管機關通知進行檢測者為限。 

領有使用許可證 

第八條第一項 



 販賣商申報流程3-申報購買／販賣【成分含量及堆置場所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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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商線上申報作業 

5-輸入成分含量及堆置場所地址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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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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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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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1-成分含量重量體積百分比資料來源-成分證明文件 



 說明1【成分含量重量體積百分比資料來源-成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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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含量重量(體積)百分比% 

※注意事項 
成分含量重量體積百分比，需申報以下成分 
 灰分上限值：Ash 
 含硫量上限值：Total Sulphur 
 固定碳下限值：Fixed Carbon 
 熱值下限值：Gross Calorific Value 

販賣商線上申報作業 



使用業者線上申報作業 
 使用業者申報流程1-輸入當季每月總【使用量】、【庫存量】 

1-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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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輸入當季每月總使用量、庫存量、
用途(及其使用比例) 

※注意事項 
 每月總使用量、總庫存量以許可證為單位，自行加總後以一數值進行申報 
 由於部分大廠於說明會時表示其庫存量無法每月申報，通常為年度進行庫存計算，因此

庫存量非必要欄位，但整年度須申報至少一筆，否則年度最後一季將無法完成申報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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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業者申報流程2-選擇許可物質使用用途及當季使用量於
用途之比例 

3-輸入許可物質使用用途及當季使
用量於用途之比值 

※範例說明 
生煤使用量比計算，以本範例為例，當季(1-3月)生煤總使用量為200公噸， 
用於燃料使用量為100公噸，水煤漿製造(原物料)為100公噸 
生煤使用量比【燃料：原物料使用量比】即為1:1 

使用業者線上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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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業者申報流程3-申報當季每月【購買流向及量】 

使用業者線上申報作業 

3-新增 

4-輸入當季每月購買流向/量 
※注意事項 
 同月份向同一販賣商購買2次以上，將購買量加總申報一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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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期(如廠商未每
月請款，請填入當月第一次購買日期)，但書面紀錄仍需逐筆紀錄 

 點選小地球，僅會出現有合作的國外販賣商與持有許可證的國內
販賣商(販賣商登記的販賣許可物質與使用業者持有的使用登記許
可物質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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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使用業者得有販賣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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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業者申報流程3-申報當季每月【購買流向及量】 

使用業者線上申報作業 

5-輸入成分含量及堆置場所地址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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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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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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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1-成分含量重量體積百分比資料來源-成分證明文件 



申報彙整傳送 
 業者端申報完成步驟1-申報彙整傳送 

1-申報彙整及傳送 

3-列印/確認傳送 

2-預覽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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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彙整傳送 
 申報彙整傳送確認畫面及申報列表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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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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申報傳送前完整及合理性檢核 
1.整季均無買賣行為，勾選”本季無買賣行為” 即可，不須再
輸入買賣量為0的資料 

無填報買賣資料 且 
未勾選本項將無法傳送 

申報彙整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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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報傳送前完整性及合理性檢核 
販賣商線上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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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報彙整傳送 
 業者端申報完成步驟1-申報彙整傳送【點選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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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存取為pdf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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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補件 
 業者端申報補件步驟1-申報列表顯示申報狀態為【申報補
件】，點選【詳細資料】開始補正作業 

1-點選申報狀態為【申報補件
】案件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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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補件 
 業者端申報補件步驟2-點選【查看補件通知】，查看環保
局建檔的補件說明 

2-查看補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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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補件 
 業者端申報補件步驟3-直接於欄位進行補正【修正欄位反
黃】 

3-欄位資料補正 

4-於修正欄位直接按【Enter】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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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補件 
 業者端申報補件步驟4-補正案件送出 

5-申報彙整及傳送 

6-確認傳送 



50 

申報補件 
 業者端申報補件步驟5-申報補件完成畫面 

7-確認傳送 

8-申報狀態顯示為【完成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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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許可申請檢附文件說明 



販賣業者 
使用業者 堆置場 

自行 
向國外進口 

向國內販賣商 
購買 自有 租賃 

公司登記或 
商業登記 

▲ ▲ ▲   

成分證明 
文件 

▲ 
(國外販賣商提供) 

▲ 
(國外販賣商提供) 

▲ 
(國內販賣商提供) 

地籍謄本或
相關證明文

件 
▲ 

堆置場租賃
契約書或相
關證明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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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使用業者許可申請檢附文件對照表 

備註：上述文件皆以提供影本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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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附文件1.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文件 

公司登記與商業登記有何不同?  
 
公司登記：依公司法第1 條及第6條分別規定：「本法所稱之公司，謂以
營利為目的，依照本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公司非在中
央主管機關登記後，不得成立」。所以，公司登記係屬中央主管機關職
權，並依資本額多寡，由經濟部委辦北、高直轄市政府辦理資本額未達
五億元之公司登記，但縣市政府並無辦理公司登記。而公司登記的本質
係辦理公司法人之戶籍登記（如同自然人辦理戶籍登記）。 
 
商業登記：依商業登記法第3條及第8條分別規定：「本法所稱商業，指
以營利為目的，以獨資或合夥方式經營之事業」、「商業登記之申請，
由商業負責人向商業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為之」。所以，商業登記係向所
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辦理獨資或合夥之商業登記，允屬地方政府之職權。 

資料來源：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http://gcis.nat.gov.tw/main/subclassNewAction.do?method=getFile&pk=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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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稱上的不同： 
 A.商業登記-行號：同縣市內不得重複 
 B.公司登記 -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全國不得重
複 

2. 股東人數的不同： 
 A.商業登記-行號：獨資1人；合夥2人以上 
 B.公司登記-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1人
以上；股份有限公司2人以上 

3. 股東責任的不同： 
 A.商業登記-行號：無限清償責任 
 B.公司登記 -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出資額為限 

 

檢附文件1(續).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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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文件1(續).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文件 
販賣商檢視項目 

 檢視所營業事業之項目說明是
否含”所申請之許可物質” 

例如：以販賣生煤為例 
煤及煤製品批發業 or 煤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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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文件2. 成分證明文件 

成分含量重量(體積)百分比% 

※注意事項 
生煤成分含量重量體積百分比，需申報以下成分 
 灰分上限值：Ash 
 含硫量上限值：Total Sulphur 
 固定碳下限值：Fixed Carbon 
 熱值下限值：Gross Calorific Value 

以生煤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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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文件2(續). 成分證明文件 

申請各類許可物質需提供之各類成分含量重量(體積)
百分比數值 

許可物質 

成分名稱 

                成分項目 
許可物質 含硫量 灰分 固定碳 熱值 

無煙煤 ▲ ▲ ▲ ▲ 

煙煤 ▲ ▲ ▲ ▲ 

水煤漿 ▲ 

煤磚、煤球 ▲ ▲ ▲ ▲ 

褐煤 ▲ ▲ ▲ ▲ 

泥煤 ▲ ▲ ▲ ▲ 

石油焦 ▲ ▲ ▲ ▲ 

燃料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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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文件3.地籍謄本 

許可物質 

成分名稱 

向堆置場轄區地政事務機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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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文件4. 堆置場租賃契約書(證明文件) 
 

許可物質 

成分名稱 

租賃契約或證明文件
須提供以下資訊： 
1. 租賃場之地址(或地號) 
2. 租賃場面積 
3. 租賃期限 
4. 租賃與承租雙方公司

名稱、統一編號、地
址等相關基本資料、
公司用印等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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