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度臺南市 

固定污染源空污費申報暨法規管制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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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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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14：30 

 空污費申報、查核缺失、毒化物系統勾
稽比對及現場查核應配合事項 

 近期公告固定污染源法規宣導(固定污染
源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修正說明) 

瑩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4：30～15：30 
固定污染源空污費 

相關法規及申報系統作業說明 
鍾有賢  先生 

15：30～15：50  環保局其他科室宣導 
臺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15：50～16：00  綜合討論 
臺南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 

16：00 散   會 

一、辦理日期：106年8月29日（星期二），14時00分 

二、辦理地點：臺南市勞工育樂中心      第一會議室 

                           (臺南市南門路261號) 

三、議程： 

會議資料將於會後1~2週上傳至臺南市固定污染源管制資訊網
（https://goo.gl/VAvbLI） 



空污費相關法規及 
本年度查核說明 

報告人：林誌鵬 

中華民國106年8月29日 



簡報內容 

一、空污費管制背景 

二、管制重點 

三、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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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費管制背景及管制重點 

 目前臺南市空污費列管對象共計1,394家，主要以仁德區列
管工廠最多佔16%，其次為永康區佔17%，第三為安南區
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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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制重點 

1) 驗證空污費申報正確性 

2) 空污費現場查核 

3) 系統勾稽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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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重點-驗證空污費申報正確性（1/3） 

 臺南市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之揮發性有機物年
排放量約為9,719公噸/年。其中，以質量平衡方式申報者
總計206廠，申報排放量約為526公噸/年，佔總徵收排放
量5.4%。今年度除例行性的空污費現場查核外，將配合稽
查檢測驗證空污費申報之正確性。 
 

 年度稽查檢測項目 

 管道檢測 

 設備元件檢測 

 冷卻水塔檢測 

 揮發性有機物含量百分比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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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重點-驗證空污費申報正確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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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核算該公私場所應
繳納之空氣污染防制費。 
 

 單位活動強度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指每單位之 

 原（物）料量 

 燃料使用量 

 產品產量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操作量 

上述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其計算單位應與主管機關公告之空
氣污染物排放係數估算基礎單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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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重點-驗證空污費申報正確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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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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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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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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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空污費收費辦法第13條，公私場所選擇以排放係數計
算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者，其申報季排放量與
查核結果差異2倍以上及7.5公噸以上，應於收到主管機關
通知文件之次季起，以質量平衡計量方式計算該固定污染
源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管制重點-空污費現場查核 

VOCs使用產品生產量計量 

VOCs：公告係數
(11,564 kg) 

個別物種：質量平衡
(131,592 kg) 

VOCs：質量平衡
(131,592 kg) 

個別物種：質量平衡
(131,592 kg) 

案例說明： 



系統勾稽比對 

空污費管制 

進銷貨

紀錄 

廢棄物

申報 

毒化物

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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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化物系統公告列管物質統
計有310種，其中屬空污費
個別物種列管共有8種，其
他仍有如烷類、烯類、苯類
、醇類、酮類等具有揮發性
的物種，初估種類約達100

種。 

苯 1，2-二氯乙烷 

四氯化碳 二氯甲烷 

三氯甲烷 三氯乙烯 

四氯乙烯 乙苯 

二氯甲烷 二甲基甲醯胺 

空
污
費
個
別
物
種 



三、宣導事項 

1) 近期公告法規 

2) 秋冬季節費率修正 

3) 定檢通知 

4) 佐證資料上傳 

5) 確認個別物種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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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告法規   

 105年10月1日起新增石油化工製造業石化製程之
歲修、石化製程之冷卻水塔及各行業之儲槽清洗
之排放係數，自106年1月起公私場所依法需進行
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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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季節費率修正（1/3） 

 緣起 

環保署為改善秋冬季節空品不良，調升秋冬季節費率與增加經濟誘因方案。 

在秋冬季節(第1季、第4季)費率，將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及揮發性有機物
費率調升，公私場所若能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將可適用原費率減收空污費。 

1) 當第一季、第四季排放量較基準年之季排放量低於百分之九十者，適用申報第
二季、第三季空氣污染防制費費率。 

2) 基準年之季排放量：本費率修正生效之前三年度相同季別平均排放量；未滿三
年或屬於新設污染源者，按實際年度相同季別平均排放量計算，至滿三年為止。 

 

※另業者若裝(設)置控制設備或製程改善能有效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且符合下列情
況者，即可適用優惠係數法規。 

1) 硫氧化物排放濃度較排放限值低於50%，且排放濃度低於100ppm 以下。 

2) 氮氧化物排放濃度較排放限值低於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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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季節費率修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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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前 
修正後 

第1、4季 
排放量分級  

硫氧化物 

7元/公斤 9元/公斤 
第一級: 

季排放量＞14公噸 

5元/公斤 7元/公斤 
第二級: 

1公噸＜季排放量≦14公噸 

450元/季 450元/季 
第三級: 

0.01公噸＜季排放量≦1公噸 

氮氧化物 

8元/公斤 10元/公斤 
第一級: 

季排放量＞24公噸 

6元/公斤 8元/公斤 
第二級: 

1公噸＜季排放量≦24公噸 

450元/季 450元/季 
第三級: 

0.01公噸＜季排放量≦1公噸 

揮發性 

有機物 

25元/公斤 30元/公斤 
第一級: 

季排放量＞50公噸 

20元/公斤 25元/公斤 
第二級: 

7.5公噸＜季排放量≦50公噸 

15元/公斤 20元/公斤 
第三級: 

1公噸＜季排放量≦7.5公噸 



秋冬季節費率修正（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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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廠應繳費 
排放量 
(ton) 

分級排放費率(元) 
全廠VOC總收
費費額(萬元) 

金額差額 
(%)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舊費率 69.17 15 20 25 145.19 -- 

新費率 69.17 20 25 30 179.77 ↑23.82% 

項目 
排放量 
(ton) 

分級排放費率(元) 繳費金額 
(萬元) 

金額差額 
(%)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舊費率 
SOx 98.69 450 5 7 65.83 -- 

NOx 69.55 450 6 8 20.91 -- 

新費率 
SOx 98.69 450 7 9 85.36 ↑26.67% 

NOx 69.55 450 8 10 26.4 ↑26.26% 

A廠商 硫氧化物/氮氧化物金額試算 

B廠商 揮發性有機物金額試算 

 挑選轄內某A、B兩廠，試算新費率與舊費率之差額。 
 分別以105年第1季之審查排放量計量，前後金額差異至少達23%以上。 



宣導事項-定檢通知 

 依據固定污染源自行或委託檢測及申報管理辦法第十條： 

 

公私場所應於執行定期檢測前五日通知當地主管機關，並於
定期檢測後三十日以內，將檢驗測定結果作成紀錄，依規定
格式填製報告書送達公私場所所在之當地主管機關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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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日期 

完成檢測後30
日內提送報告 

定檢前5日通知
當地主管機關 

目前定檢通知可分為紙本通知及網路通知，環保局為提倡紙張減量及網路
申報率，若公私場所目前通知方式仍以紙本進行，應於下次定檢時改以網
路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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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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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使用原物料或其他添加物質致排放揮
發性有機物質，必須依實際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繳納空氣
污染防制費。 
 

 使用質量平衡計量方式計算空氣污染排放量之業者，應重
新審視其使用之原（物）料中實際揮發性有機物成分含量
百分比，並確認每季申報之含量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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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確認個別物種百分比 

已揭露所有原料 

 

僅揭露部分原料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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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者 ： 鍾 有 賢

1 0 6 年 8 月 2 9 日

空污費收費辦法及
申報系統作業說明



簡 報 大 綱



空氣污染防制費
收費辦法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空氣污染防制費法源依據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6條第1項
各級主管機關得對排放空氣污染物之固定污染

源及移動污染源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授權
修正發布「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以作

為執行空污費收費之依據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101年9月6日修正發布
共計27條

4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5

第3條

•申報時間
•每年4、7、10月及次年1月底前，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
填具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及繳款單，至指定金融機構代收專
戶(台銀、高銀、富邦、郵局或四大超商)繳納後，以網路傳輸方
式申報
•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書面方式申報

•大量申報對象
•設計不良或操作不當導致設備故障
•維護不當或人為疏失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因素

•年申報對象
•當年度各季SOx、NOx及VOCs核定之排放量皆於1公噸以下者，
得於次年1月底前，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調整為每年一月底前申
報其前一年各季之排放量及費額繳納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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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量計量順序依據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第10條

CEMS
檢測
結果

自廠
係數

公告排
放係數

其他

一般申報揮發性
有機物排放者

採密閉集氣系統收集

揮發性有機物至排放管道

且經主管機關同意

VOCs

SOx

NOx

本法ξ 22-1規
定設置連續自
動監測設施之
固定污染源

本法ξ 22-2規
定自行或委託
檢驗測定機構

檢測者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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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條

•採檢測結果申報之重新核算規定

•單位活動強度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指固定污染源每單位之原
（物）料量、燃料使用量、產品產量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操作量所排放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且其計算單位應與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空氣污染物排放係數估算基礎單位相同

中央主管機關檢
測結果換算單位
活動強度之空氣
污染物排放量

公私場所申報
數值

差異達
20%以上

主管機關以查驗
結果重新核算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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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

•設備元件與原物料抽測之重新核算規定

第13條

•揮發性有機物計算方式差異認定

重新
核算

設備元件抽測結果與公
私場所申報結果不相符

質量平衡計算原(物)料
之V值與主管機關檢測
結果差異達10%以上

2倍
以上

7.5公噸
以上

次季起，
以質量平
衡計量方
式計量

申報季排放
量與查核結
果差異達該

條件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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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條

•主管機關得逕依相關資料重新計算排放量之依據與適用對象

逕依其產品產量、
原（物）料使用量、
燃料使用量、檢測
結果或其他有關資
料，計算排放量，
核定應繳費用

未依規定計
算排放量

因設施故障
或其他因素，
未計算排放

量

未於第9條
規定期限內
提報資料

活動強度估
算量與結算

不符

污染源申報
數量與實際

不符

主管機關查
核有第11條
或12條之情

形

未依規定申
報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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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條

第19條

•漏報、短報排放量之相關罰則規定
•偽造、變造或以故意方式短報或漏報
•逕依排放係數核算該污染源排放量之2倍計算空污費

•空污費追溯年限及相關利息規定
•以第18條之方式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空費者，中央主管
機關得重新計算追溯5年內之應繳金額。應徵收空污費之污
染物起徵未滿5年者，則自起徵日起計算追溯應繳金額

•追溯應繳金額，應自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截止日之次日
或逃漏空氣污染防制費發生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
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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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條

第26條

•免徵門檻之規定

•資料存查規定
•空污費申報資料、繳費收據、相關紀錄資料及證明資料
•應保存六年備查

免繳費，
但應申報

SOx
≦10kg/季

NOx
≦10kg/季

VOCs 
≦1T/季

已依第2條
申報油燃料



空污費暨排放量
整合申報說明



污染物排放申報管理制度

空污費暨排放量整合申報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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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系統 空污費申報 排放量申報

法源依據 空污法第16條 空污法第21條

申報規定 空污費收費辦法 排放量申報管理辦法

納管對象 排放SOx、NOx、VOCs者 許可年排放量達一定規模以上者

申報系統 空污費申報管理系統 固定空氣污染源管理資訊系統

計量方式
法規訂定

計量方式依據順序
原未規範，自102年起修正與空

污費一致

計量範疇
繳費排放量+零費率排放量

(低污染性氣體)
全廠排放量

計量單位 公斤 公噸

易因不同申報人員認知差異或申報疏失導致全廠排放量不一致

業者每季自行至2個系統分
別申報污染物排放量



預期效益

空污費暨排放量整合申報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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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省時
解決重複申報
縮減申報作業時間

降低申報錯誤率
採自動輔助運算及智能警
示系統，可降低人為疏失

整合申報資源
於單一平台申報，簡化申
報程序

落實污染量一致性
有效提升污染源排放量掌
握正確性

•自105年第3季(105年
10月申報)起正式上線
啟用

• 排放量審核及申報仍
請諮詢原審核單位

• 空污費審核及申報仍
請諮詢原審核單位



系統架構

公私場所申報作業說明

15

•依據現行空污費申報系統架構
為主體進行開發，整合排放量
申報所需之欄位(如粒狀物、製
程、原燃物料等)，採相同之外
觀設計，申報操作更便利



登入方式-申報登入帳號及密碼說明

公私場所申報作業說明

16

•整合系統之登入帳號為管制編號
•整合系統之登入密碼為原空污費密碼、若僅需排放量申報(請詢問原審核單位)之
業者則將以E-mail寄發方式提供預設密碼，並提供給業者進行修正



登入方式(續)

公私場所申報作業說明

17

•整合申報系統將依據環
保局列管狀態，提供自
動智能化顯示應申報欄
位，方便業者申報

1.僅需空污費申報

不會顯示製程、原燃
物料、粒狀物申報欄位

2.空污費和排放量皆須申報

全部欄位均會顯示

3.僅需排放量申報

全部欄位均會顯示

1

2 、3



登入頁面說明

公私場所申報作業說明

18

申報對象：需申報排放
量者，包含製程、原燃
物料、粒狀物之申報。

申報對象：需申報空污費
者，包含硫(氮)氧化物和
揮發性有機物之申報。申
報方式與原本空污費申報
方式一樣。

若需申報空污費和排放量
者，則皆須申報。



步驟一：硫氧(氮氧)化物申報

公私場所申報作業說明

19

•申報方式與原本空污費申報方式一致

完成申報

1

2

3



公私場所申報作業說明

20

步驟一：揮發性有機物申報

申報項目包含：製程、儲槽、
廢氣燃燒塔、廢水處理場與油
水分離池、裝載操作、設備元
件

1

2
完成申報

若瀏覽器已升級至IE 10以上，由於IE 10以上安全性提升，
導致揮發性有機物申報畫面無法完整顯示，請點選網址列右
邊第一個按鈕(相容性檢視)，系統會自動登出，請重新登入
後，即可解決此問題。

•申報方式與原本空污費申報方式一致



完成步驟一之排放量申報

公私場所申報作業說明

21

•完成製程、原燃物料、粒狀物、硫氧(氮氧)化物及揮發
性有機物之申報

排放量申報試算完成包含：
製程、原燃物料、粒狀物
申報

空污費試算完成包含：硫
氧(氮氧)化物排放量申報

空污費試算完成包含：揮
發性有機物排放量申報

空污費費額試算完成



步驟二：繳費單申報

公私場所申報作業說明

22

•選擇是否需繳費情形

若業者為需要空污費申報者，
則依原申報方式，根據應繳
費額之狀態擇一選擇：
情形一(需繳費)
情形二(無須繳費)
情形三(無須繳費-溢繳抵扣)

若為僅需排放量申報，
且不需申報空污費之公
私場所，則直接點選情
形二(無須繳費)即可。



步驟二：繳費單申報(續)

公私場所申報作業說明

23

•列印繳費單 若列印郵局之繳費單，則僅
提供郵局代收；若為台銀和
便利超商之繳費單，則僅台
銀和便利商店提供代收。



步驟三：完成申報

公私場所申報作業說明

24

業者在完成步驟一和步驟
二時，可以在步驟三內確
認申報內容，確認完成後，
請點選完成申報，方可完
成本季之申報。

業者可於【友善列印試算
明細】列印該季申報資料

申報明細內容



歳修、冷卻水塔
及儲槽清洗申報
說明



歳修、冷卻水塔及儲槽清洗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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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公告歳修、冷卻水塔及儲槽清洗申報空污費

◆環保署為因應100年2月1日修正發布之「揮發性有機物(VOCs)

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擴大適用管制對象，以掌握整

廠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情形，爰增訂公私場所石油煉製業及石

油化工製造業歳修作業、石化製程之冷卻水塔及各行業之儲

槽清洗作業VOCs排放係數，並自105年10月1日生效。

◆統一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量基準，落實空污費公平徵收精神，

並藉此鼓勵業者妥善操作維護，減少污染排放。

◆請列管公私場所於106年1月申報105年第4季固定污染源空污

費時，以新規定計算該污染源排放之VOCs排放量。



歳修、冷卻水塔及儲槽清洗申報

27

◆依循環水量與檢測濃度計算VOCs逸散量

適用
對象

計算方式 備註

石化

製程

冷卻

水塔

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公斤) ＝

(Cin－Cout)×Q×T×10-3

Cin＝冷卻水塔進流端水中總揮發性有機物

濃度(mg/L)

Cout＝冷卻水塔出流端水中總揮發性有機

物濃度(mg/L)，未檢測者以零計算

Q＝冷卻水塔循環水量(m3/hr)

T＝季操作小時數(hr)

1.依「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

管制及排放標準」第40條適

用管制對象規定進行揮發性

有機物濃度檢測者。

2.未依規定檢測者，進流端之

水中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濃度

0.7計算。

3.檢測揮發性有機物個別物種

為ND值且製程原（物）料不

含該物種者，得排除該物種

後，加總其他個別物種濃度

值。



冷卻水塔申報畫面範例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28

1.未依規定檢測者，進
流端之VOCs濃度值
以0.7計算

2.出流端未檢測者以0

計算

皆為必填欄位



歳修、冷卻水塔及儲槽清洗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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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理想氣體方程式計算產生量、實際檢測之收集效
率和處理效率計算排放量

適用
對象

計算方式 備註

石化

製程
歲修

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公斤)＝

[(P/14.7)×Mv×Va ÷ (R×(273+T))]×[(100－G)＋

G×(100－E)/100)]/100

P＝物料之常溫飽和蒸氣壓(psia)

Mv＝儲存物料蒸氣分子量(g/g-mole)

Va＝VOCs 氣體所佔體積，即為設備容積(m3)

R＝理想氣體常數(0.0821 L-atm/ g-mole-K)

T=各縣市平均氣溫(℃)

G＝歲修期間之污染源揮發性有機物收集效率

(%)=(100-C)

C=污染源開槽時之防制設備前檢測濃度值(%)

E＝防制設備之處理效率(%)

1.依「揮發性有機物空

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第42條適用管制對象規

定提送歲修計畫書者。

2.污染源歲修期間之排

放量已於其他設備計量

者，則E以100%計算。

3.Va包括污染源設備以

及相關管線體積。

4.E以歲修期間之處理效

率平均值計算。



歲修申報畫面範例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30

P：物料之常溫蒸氣壓
Mv：物料蒸氣分子量
Va：設備容積
T：各縣市平均溫度

皆為必填欄位

若單一製程內歲修檢測處太多，可
將設備容積加總後統一以單一製程
進行申報，再將其他相關檢測資料
提報主管機關確認



歳修、冷卻水塔及儲槽清洗申報
清洗期間儲槽含有液體：以總液體量計算總VOCs產生量
符合法規者：依據理想氣體方程式計算總VOCs產生量
再以實際檢測之收集效率和處理效率計算排放量
適用對象 計算方式 備註

各行業
儲槽

清洗

1.儲槽含有殘留液體之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公斤) ＝

[Wl×(π×D2/4)×hl] ×[(100－G)＋G×(100－E)/100]/100

2.儲槽排空之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公斤) ＝

[(P/14.7)×Mv×Va ÷ (R×(273+T))] ×[(100－G)＋G×(100－

E)/100)] /100

Wl＝儲存物料之殘留液體密度(kg/m3)

D=儲槽內徑(m)

hl＝清槽前之殘留液體高度(m)

P＝儲存物料之常溫飽和蒸氣壓(psia)

Mv＝儲存物料蒸氣分子量(g/g-mole)

Va＝VOCs 氣體所佔體積(m3)=(π×D2/4)×h

h＝清槽前之儲槽內蒸氣空間高度(m)

R＝理想氣體常數(0.0821 L-atm/ g-mole-K)

T=各縣市平均溫度(℃)

G＝清槽期間之揮發性有機物收集效率(%)=(100-C)

C=清槽期間最後一個小時之防制設備前檢測濃度值(%)

E＝防制設備之處理效率(%)

1.業者應依儲槽清槽前之實

際情形，擇1或2之公式計

算清槽期間之排放量。

2.符合「揮發性有機物空氣

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第

22條第1項至第3項之儲槽

清洗規定者，適用公式2計

算。

3.儲槽清洗期間之排放量已

於其他設備計量者，則E

以100%計算。

4.E以歲修期間之處理效率平

均值計算。

5.儲存食用酒精之儲槽及加

油站之儲油槽不在此限。

31



儲槽清洗申報畫面範例

VOCs空污費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32

1.業者應依儲槽清槽
前之實際情形，擇1
或2公式計算

2.符合「揮發性有機
物空氣污染管制及
排放標準」之規定，
需用公式2計算

皆為必填欄位

P：物料之常溫蒸氣壓
Mv：物料蒸氣分子量
Va：設備容積
T：各縣市平均溫度



空污費電子化繳
費(便利繳)作業
說明



空污費便利繳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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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空污費便利繳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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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費便利繳作業說明

空污費暨排放量整合申報系統－步驟二 繳費單申報

1

2

選擇步驟二 繳費單申報

1

2

36

完成步驟一 線上申報試算金額後



空污費便利繳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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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繳費單申報－選擇繳費方式

選擇繳費方式(擇一)
電子化代收
至『列印電子化繳費單』處

列印

書面臨櫃(原六聯單)
自行填寫繳費六聯單

(環保局寄發之空白六聯單)



空污費便利繳作業說明

38

步驟二 繳費單申報－選擇繳費方式-電子化代收繳費單列印

4

5

選擇繳費方式

便利超商繳款僅

限2萬元以下

系統會自動帶入步驟一試算
之應繳費金額，若業者於收
到環保局核算公文後需補繳
或抵減者，可按修改鍵進行
應繳費金額修正(本欄位金
額不包含手續費)。



空污費便利繳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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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費便利繳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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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費便利繳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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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擇銀行別
→請選「便利

繳」



空污費便利繳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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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聆 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