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許可申辦相關問題 

 
1.1：何時需申請設置或變更許可？ 

說明：公私場所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應於設置或變更前，檢具空氣污染防制

計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政府其他機關申請核發設置許可證，並依

許可證內容進行設置或變更。 

 
1.2：何時需申請操作許可？ 

說明：固定污染源設置或變更後，應檢具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政府其他機關申請核發操作許可證，並依許可證內容進行操作。 

 
1.3：何時需申請許可異動？ 

說明：公私場所因操作內容異動而與操作許可證記載內容不符，未涉及變更者。 

1.4：何時需申請展延？ 
說明：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滿仍繼續使用者，應於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政府其他機關提出許可證之展延申請，每次展延不得超過五年。 
1.5：申辦許可證時，需提報幾份資料？ 

說明：需準備許可申請資料一式四份。 

 
1.6：設置許可申請作業流程？ 

說明：準備申請資料一式四份向環保局提出設置許可申請→繳交審查費及證書費(文到七日內)→完成

補正及審查→核發設置許可證 
  

1.7：操作許可申請作業流程？ 
說明：準備申請資料一式四份→向環保局提出申請→繳交審查費及證書費(文到七日內)→現勘→完成

補正及審查→通知檢測/試車→依檢測／試車計畫書進行檢測→提報檢測報告書各一式三份→完成補

正及審查→核發操作許可證 
  

1.8：許可證申請展延時需檢附之申請資料為何？   
說明： 
1.準備申請資料一式四份（完整申請文件，內含展延切結書） 
2.一年內最近一次之檢測報告書。  

 
1.9：因景氣低迷，導致製程中部分污染源拆除，需如何辦理許可證相關事宜？ 

說明：依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條文第二十三條規定，改用低污染性原(物)料或燃料、



拆除或停止使用產生空氣污染之設施、增設防制設施或提升防制效率者，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向審核機關提出申請。 

 
1.10：公私場所新增原(物)料、燃料或產品量者，應如何辦理？ 

說明：公私場所若在新增原(物)料、燃料或產品量者狀況下，導致排放量增加達變更條件者，應提出

許可變更申請，倘未達變更者，應提出許可異動申請。 

 
1.11：公私場所因故致空氣污染物種類或排放量減少者，應如何辦理？ 

說明：依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條文第二十三條規定，改用低污染性原(物)料或燃料、

拆除或停止使用產生空氣污染之設施、增設防制設施或提升防制效率者，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向審核機關提出申請。 

 

 
1.12：營建工程或公共工程施工區內所設置之臨時性預拌混凝土廠是否屬須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

許可之固定污染源？ 
說明：營建工程或公共工程之工程施工區內所設臨時預拌混凝土廠因含有前述作業且其作業過程將排

放空氣污染物有造成空氣污染之虞，不論其是否有營利行為仍應依固定污染源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

辦法申請許可。 

 
1.13：廠內有數個製程相同之固定污染源是否可歸屬同一製程辦理？ 

說明：若確實屬同一製程之固定污染源，即可歸屬同一製程辦理。 

1.14：若同一製程中有數個相同之污染源是否可以作業區方式申報？  
說明：作業區域內之數個相同之污染源﹐其操作及排放狀況相同,可列為一作業區。 

 
1.15：免申請工廠登記證之公私場所，應如何辦理許可申請？ 

說明：依環署空字第 0051868 號函釋：「依法免辦理工廠登記證者，得檢具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其

設立、登記或營運之其他證明文件（如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等），申請操作許可」乙節，主要

係為確認該污染源之合法性。合法設立之固定污染源，始得依法核發許可證。 

 
 

1.16：關於公私場所未依規定提出操作許可證之展延申請，致操作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期後，仍繼續

操作者，應如何辦理？ 
說明：倘公私場所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操作許可證展延之申請，其操作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期後即自動

失效，若仍繼續操作者請依法重提許可申請，否則依法處分。 



 
1.17：工廠因景氣不佳影響久未生產而無法檢具一年內最近一次之空氣污染排放檢測報告，如何辦

理展延申請？ 
說明：說明：依環署空字第 0910000050 號函釋，得檢附一年內未從事生產之證明文件及最近一次之

空氣污染排放檢測報告，替代一年內最近一次之空氣污染排放檢測報告，辦理操作許可證之展延申

請。 

 
1.18：固定污染源許可證負責人登載疑義？        

說明：「負責人」係指工廠登記證、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上所登記之代表人、負責人為原則：

惟倘因無法依上述填報，則可以該公司場所之實際管理人員（如廠長）為負責。 

 
1.19：臨時性預拌混凝土廠，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設立許可文件，應如何申請許可？ 

說明：設立於營建工程工地內，依規定免辦工廠設立登記，且非對外營利之臨時性預拌混凝土廠，如

無法檢具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設立許可文件，得檢具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該營建工程施工許可

文件及工程合約文件(工程主辦機關同意須在工地內設立臨時性混凝土廠設施之文件)，替代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發之設立許可文件及核准登記或營運許可文件，申請操作許可證。 

 
1.20：申請許可所需之表格及代碼應如何取得？ 

說明：可上環保署網站→空氣→固定污染源管制→文件下載→表單下載

http://stationary.estc.tw/meat.asp?ctNode=589 

 

 
1.21：公告第一至八批應申請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其已設立、新設如何認定？ 

說明： 
1.各批次原公告日前設立者，屬已設立；各批次原公告日後設立者，屬新設。 
2.各製程之公告日以首次公告批次為依據。 

 
 
 
 
 
 
 
 
 
  



二、專責人員設置相關問題 

 
2.1：公私場所應設置專責單位或人員之法源依據？             

說明：依據應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及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之公私場所。 

 
2.2：公私場所何時應設置專責人員？ 

說明：於申請操作許可證前或申請同時，檢具相關資料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設立，爾後於申請操作許

可證相關申請時，將核准設置之公文檢附於申請資料中。 

 
2.3：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設置專責單位或人員時，應檢附之申請資料？ 

說明： 
1.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申請書【可由環保署網址下載】。 
2.專責人員國民身份證正、反面影印本。 
3.專責人員資格證書正本。 
4.專責人員勞保卡影印本。 
5.同意查詢勞、健保資料同意書。 

 
2.4：工廠內製程若同時符合多項公告條件之專責單位或人員等級者，應如何辦理？ 

說明：各批次應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之公私場所，如同時符合多項公告條件者，應以最

高等級設置。 

 
2.5：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因故離職時，如何因應？ 

說明：專責人員因故未能執行業務時，負責人應即指定適當人員代理並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代理期

間不得超過三個月。但報經該主管機關核准者，可延長至六個月。如代理期滿，應由同類別及同一級

別以上之合格人員遞補並向當地主管機關核備。 

 
2.6：廠內之空污專責人員是否可兼任廢水或廢棄物之專責人員？ 

說明：同一工廠之專責人員可相互兼任。 

 
2.7：本廠無專責人員應如何辦理？ 

說明：公私場所指派資格符合之人員→向環境訓練所報名→等候通知上課日期→參加訓練及考試 T
取得專責人員證照→檢附專責人員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環保局申請核備。 

 

 



三、燃料使用許可申請作業程序相關問題 

 
3.1：何時需申請燃料使用許可？ 

說明：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使用生煤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污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指定公告之燃料

（以下合稱燃料），應申請燃料使用許可證。但僅使用石油煉製業煉製販售符合國家標準之石油製品

或每年總設計、實際燃料使用量低於五百公斤或五百公升者，不在此限。 
 

3.2：申請使用許可時需檢附之申請文件為何？ 
說明：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或營運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2. 燃料之種類、成分及用量。 
3. 生產製程流程圖說。 
4. 空氣污染收集設施、防制設施之種類及流程。 
5.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3.3：燃料使用許可證期限為何？ 
說明：燃料使用許可證之有效期限為五年，欲延期者，應於期限屆滿前六個月內提出展延申請。惟應

配合操作許可證核發之有效期限共同管理。  

 

 
 

 

 

 

 

  



四、定期檢測及申報相關問題 

 
4.1：定檢頻率如何認定？ 

說明：依公告第一、二批公私場所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固定污染源自行或委託檢測頻率

及申報管理要點規定。其餘依操作許可證核定內容第七項空氣污染物排放之定期檢測規定及第九項空

氣污染物排放之監測（檢）測結果申報規定。 

 
4.2：同一公私場所數個相同污染源，其檢測作業是否得擇一進行檢測？ 

說明：公私場所有數個固定污染源，其型式、規模、操作條件及污染防制設施均相同者，得『報經審

核機關』核准，擇一定數量污染源進行檢測作業，但連續二次檢測之污染源不得相同。 

 
4.3：如何尋找合格之代檢測業者？ 

說明：可上環境檢驗所網站查詢。網址為 http://www.niea.gov.tw。 

 
4.4：欲實施定期檢測時是否需通知環保局？ 

說明：公私場所應於執行定期檢測前五日以發文型式通知環保局並上網登錄進行通知檢測。 

 
4.5：實施定期檢測時若發現原(物)料使用量及污染物排放量超過許可核定值時應如何辦理？ 

說明：應檢附相關資料向環保局進行『異動或變更許可』申請。 

 
4.6：數個不同污染源接同一排放口時檢測頻率如何認定？ 

說明：同一排放管道應依較高之頻率執行定期檢測。 

 

 

 

  



 五、其它相關問題  

 
5.1：如何認定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中新設、既存污染源？ 

說明：81 年 4 月 11 日以前設立之污染源為既存污染源；81 年 4 月 12 日以後設立之污染源為新污染

源。 

 
5.2：排放管道採樣口設置如無法符合 8D／2D 時應如何辦理？ 

說明：若採樣口之設置無法符合 8D／2D 時，至少應符合 1.5D／0.5D，並檢附書面資料說明，提報

環保局同意。 

 
5.3：工廠煙囪設置於樓頂，煙囪高度應如何計算？ 

說明：以地面開始算起至煙囪排放口為該煙囪之高度。 

 
5.4：操作許可證中規定之紀錄項目及頻率如何認定？          

說明： 
1.燃料使用量、原(物)料使用量及產品產量視廠內實際使用種類及紀錄頻率。 
2.污染源操作紀錄依廠內實際操作紀錄報表。 
3.防制設備操作紀錄實為確保正常操作運轉，故紀錄項目因防制設備不同而異，如：袋式集塵器應紀

錄濾袋更換(清洗)時間及頻率；水洗塔應紀錄經洗滌器後洗滌液 pH 值，若有添加藥劑另紀錄藥品種

類及添加量。 

  



六、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管理辦法 

6.1：何謂封閉式建築物？ 
說明：指有外牆及屋頂包覆之建築物，除依法設置之通風口外，其餘開口部分隨時保持關閉。 
 
6.2：何謂自動灑水設備？ 
說明：指不需人工操作，可自動執行灑水之設備。 
 
6.3：何謂圍封式集氣系統？ 
說明：指以阻隔物包圍固定污染源，使其與廠房其他空間隔絕之集氣系統。該系統之圍封空間應維持

負壓操作狀態，使固定污染源排放之粒狀污染物能完全收集至污染防制設備。 
 
6.4：何謂局部集氣系統？ 
說明：指藉由氣罩將製程設備逸散出之粒狀污染物，利用動力吸引、收集進防制設備之系統。系統應

有效收集製程設備逸散之粒狀污染物。 
 
6.5：何謂路面色差？ 
說明：指道路表面因沙土等粒狀污染物附著，造成與乾淨路面有顏色差異之情形。 
 
6.6：公私場所堆置逸散性粒狀污染物質，可設置或採行哪幾種抑制粒狀污染物逸散設施？ 
說明： 

(1) 堆置於封閉式建築物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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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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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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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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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公私場所輸送逸散性粒狀污染物質，可設置或採行哪幾種抑制粒狀污染物逸散設施？ 
說明： 

(1) 於封閉式建築物內操作。 

(2) 採用密閉式輸送系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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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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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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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運輸車輛可採行那些抑制粒狀污染物逸散設施？ 
說明： 

(1) 使用密閉式貨箱。 

(2) 以封蓋緊密覆蓋貨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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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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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公私場所內供運輸車輛通行之路徑及區域，可設置或採行哪幾種抑制粒狀污染物逸散設施？ 
說明： 

(1) 舖設混凝土、瀝青混凝土或鋼板，且不得有路面色差。 

(2)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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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哪幾種行業出入口需設置自動洗車設備？ 
說明： 

(1) 砂石採集及處理業及其他具有砂、石採集或處理程序之行業。 

(2) 採礦業及其他具有土石礦開採、運輸作業程序之行業 

(3) 水泥製造業及其他具有水泥製造程序之行業 

(4) 鋼鐵冶煉業及其他具有電弧爐煉鋼程序、鐵初級熔煉或燒結程序、煉焦程序、煉鋼程序、

煉鋼程序之行業 

(5) 港區內具有從事下列作業之行業或管理機關： 

I. 商港棧埠設施經營業 

II. 工業專用港經營業 

III.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 

IV. 港區管理機關 

 
6.11：自動洗車設備中，自動感應閘門規格如何？ 
說明：洗車設備入口應設置自動感應閘門，當運輸車輛進入洗車台時，能觸發電動閘門，啟動噴水設

備運作 

 
6.12：自動洗車設備中，洗車台規格如何？ 
說明：  

(1) 設置具跳動路面之洗車平台，且應符合下列規定： 

I. 平台寬度應大於運輸車輛寬度一‧二倍。 

II. 平台長度應大於運輸車輛長度。 

III.運輸車輛行駛於上，可產生上下振動，去除輪胎及車身沾黏之泥沙。 

(2) 設置混凝土舖設之洗車水槽，且應符合下列規定： 

I. 水槽寬度應大於運輸車輛寬度一‧二倍。 

II. 水槽長度應大於運輸車輛長度。 

III.水槽深度應達三十公分以上，水深應達二十公分以上。 

IV. 每日應置換洗車水槽廢水，置換廢水體積應為水槽容量五倍以上。 

 
6.13：自動洗車設備中，噴水設施規格如何？ 
說明：  

(1) 洗車台二側應設置噴水設備，且應符合下列規定： 

I. 噴水設備佈設總長度至少應大於洗車台長度，每一噴水口設置間隔應為五十公分以下。 

II. 噴水口應採高低噴水角度間隔設置，沖洗高度範圍應涵蓋車體。 

III.噴水設備之加壓馬達應達十五馬力以上。 

IV. 噴水設備之加壓馬達應達十五馬力以上 

 
6.14：公私場所從事易致粒狀污染物逸散之製程、操作或裝卸作業，可設置或採行哪幾種抑制粒狀污

染物逸散設施？ 
說明： 

(1) 設置圍封式集氣系統。 

(2) 設置局部集氣系統 

(3) 採用密閉式作業 

(4) 於封閉式建築物內操作 

(5) 於作業期間灑水，使物料保持濕潤 

 



 
6.15：公私場所管理之裸露區域，可設置或採行哪幾種抑制粒狀污染物逸散設施？ 
說明： 

(1) 植生綠化。 

(2) 覆蓋稻草蓆或碎木 

(3) 舖設混凝土或瀝青混凝土 

(4) 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5) 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保持濕潤 

(6) 噴灑化學穩定劑 

(7) 灑水並保持濕潤 

 
6.16：公私場所設置灑水設備、洗車設備或採行噴灑化學穩定劑、圍封式或局部集氣系統等空氣污染

防制設施者，其監測儀錶之紀錄項目及頻率為何？ 
說明： 
空氣污染防

制設施 
監測儀錶 設置條件或位置 紀錄項目 紀錄頻率 其他規定 

灑水設備 水錶 

水錶應設置於加壓

馬達前後一公尺範

圍內之水管上 

累計用水量 每日一次 
水錶與加壓馬達間水

管不得有其他分流 

洗車設備 

(右列監測儀

錶擇一) 

水錶 

水錶應設置於加壓

馬達前後一公尺範

圍內之水管上 

累計用水量 每日一次 
水錶與加壓馬達間水

管不得有其他分流 

電錶 
加壓馬達應設置獨

立電錶 
累計用電度數 每日一次  

噴灑化學穩

定劑 
  

藥劑名稱、用

量、稀釋倍數

及噴灑面積 

施作週期 
藥劑購買證明應保存

以供查驗 

圍封式及局

部集氣系統 

(右列監測儀

錶擇一) 

電錶 
集氣系統應設置獨

立電錶 
累計用電度數 每日一次 

氣體流量計每年應校

正一次 
氣體流量計 

設置於集塵設備之

粒狀污染物導入處

或排放口 

廢氣流量 每日一次 

壓差計、電壓

錶或其他足

以顯示集塵

設備正常操

作之監測儀

錶 

集氣系統後端 
儀錶監測項

目 

依固定污染

源操作許可

證登載之空

氣污染防制

設備操作紀

錄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