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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擴充功能說明

2
2

前言壹

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貳

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參

注意事項肆

簡
報
大
綱



3

壹、前言

107年8月公布空污法，提升固定污染源管制力道，源頭管制燃料、輔助燃料及含揮發性

有機物化學製品之成分、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致性之設置與操作許可證審核原則及許可

展延規定並全面公開污染源及空氣品質監測結果等資訊，以利全⺠參與及共同監督。

108年9月26日公布增修訂許可辦法，將燃料使用許可證納入辦法中併同管理；參採司法

改革國是會議建議，明定審核機關應於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核發前，公開申請資料，

並將⺠眾意見作為許可證核發之參考，落實資訊公開原則並利⺠眾參與。

108件10月21日公布資訊公開及工商機密審查辦法，規範公私場所與各級主管機關應公

開固定污染源許可證申請資料與核發之內容、申報資料及應公開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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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法規及制度變革，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及公開平台配合增修擴
充功能以完備法規需求

壹、前言

⼀、審核單位公開許可申請資料及
⺠眾發表意見

二、公開許可內容、緊急應變措施
計畫、燃料申報資料

三、公開公私場所、環境工程技師、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環境
檢驗測定機構查核、處分資訊

⼀、建置燃料成份標準資料
二、燃料許可整併操作許可之申請、審

查及核發
三、燃料申報系統
四、上傳及公開許可申請文件、公開

許可證、緊急應變措施計畫、燃料
申報資料

https://apmis.epa.gov.tw/
https://aodmis.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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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二、許可管制
•燃料管制及整併操
作許可需求
•許可文件公開

(  工廠 )
⼀、許可線上申請

•燃料管制及整併操
作許可需求
•上傳公開資料
•上傳申請許可文件
•操作許可技師確認

(   審核單位 )
三、許可申請

燃料管制需求

四、許可內容

•燃料管制需求
•整併操作及燃料使
用許可證
•上傳核發許可證

其他
五、工廠上傳公開許可證
六、公開許可證警示

許可申請
及審核功

能

其他新增
功能

七、燃料申報管制系統
八、工廠上傳公開緊急應變措施計畫書功能

配合燃料成分管制、整併操作許可及公開資訊需求，擴充許可制度
管理系統及燃料申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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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公私場所及審核單位擴充功能看版

燃料成分建置及管制功能增修於許可申請、管制及許可內容系統

五

七

審核單位固定源系統操作介面
公私場所登入固定源系統操作介面

⼀

八

六

二
三
四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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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可申請資料包括線上建置電子化申請資料及檢附文書資料二項
 15張許可申請資料表及應公開申請文件均需於許可線上申請系統中建置及上傳
 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需上傳公開文件並指定簽證技師執行線上申請資料確認

⼀、許可線上申請 (公私場所作業)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許可制度管理系統

點按進入
申請許可

新增申請案
選擇申請許可

類別

選擇
申請許可之

製程

選擇
申請許可

製程之設備

申請案形成

系統複製指定製程
及設備資料

申請中--專案編號

點入指定的
專案編號

增修 AP-E、
AP-P等申請

資料內容

增修 污染防
制計畫目標
(AP-G)內容

上傳公開文件
選擇簽證技師

完成網路申請作業

申請狀態→ 完成申請

環境保護許可管理
資訊系統(EMS)

•基本資料(表C)
•製程資料(表M)
•防制設備(表A)
•設備元件(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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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形成
1 2

3

完成申請

4

⼀、許可線上申請 (公私場所作業)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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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公開之申請類別

 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需上傳規定應公開之申請資料並選擇技師執行確認

⼀、許可線上申請 (公私場所作業)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需上傳公開文件才可以
完成申請

10

製程之許可公告批次為0或空白者才會出現
在製程選項中

 燃料併操作使用許可
 使用燃料且屬公告應申請操作許可之製程 ->合併於操作許可申請
 使用燃料且非屬公告應申請操作許可之製程 ->單獨申請燃料使用許可

下⼀步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許可線上申請 (公私場所作業) 申請燃料使用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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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草案增修燃料成分資料
 製程設備資料表(AP-E)增修燃料成分相關欄位並增加設限確保資料完整性
 燃料使用資料增加記錄含氯量、含鉛量、含鎘量及含汞量上限值(<=)
 平均單位發熱量改為”單位發熱量下限”(>=)，單位改為千卡(原為百萬千卡)
 列印表格同步增修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許可線上申請 (公私場所作業) 增加記錄燃料成分

12

 屬應公開之申請類別，完成申請前需上傳公開文件，否則無法完成申請
 主管單位可要求工廠上傳完整申請文件，不需要另行檢附文書申請資料，達到

許可申請全面電子化目的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許可線上申請 (公私場所作業) 完成申請之完整性檢核

視主管單位要求，
非必要上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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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二、許可管制系統 (審核單位) 收件、審查及公開流程

審核單位執行作業

 應公開之許可申請資料由工廠上傳，審核單位執行公開
 審核單位受理許可申請時應確認申請類別，受理操作許可申請時應再確認

許可類別
 審核單位受理許可申請後，下載工廠上傳之公開資料，確認應公開項目完

整性後執行公開

許 可 管 制

1.判斷申請類別及申
請操作許可類別

2.建立收件管制資料
產生 申請編號

許可網路申請

連結專案及申
請編號

許可管制及審查
1.下載公開文件、確認

資料完整性
2.完成形式審查
3.公開申請文件
4.完成書面複審及檢測

報告審查

5.輸入審查通過日
期

6.更新許可網路申
請資料

7.確認許可申請系
統資料正確性

8.輸入發證日期、
許可證號、許
可期程

9.輸入許可內容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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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三個月內同時申請設置及操作許可案件須先完成設置許可收件及內容資料
建置後再進行操作許可申請編號及專案編號之連結

 核發操作許可證的申請案必需設定許可類別以區隔許可證類型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二、許可管制系統 (審核單位) 收件作業

許可管制 許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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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二、許可管制系統 (審核單位) 收件作業

 連結許可網路線上申請案件成功，審核單位即可下載查看工廠上傳之公開申請
資料

連結成功後
才會出現
下載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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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二、許可管制系統 (審核單位) 公開申請文件

 審核單位輸入申請者繳費日期 ，存檔成功 後-> 出現 公開 功能鍵
 審核單位點按公開確定後出現公開日期(實際公開日期)

1

審核機關應於公私場所完成繳費翌日起，將申
請資料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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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單位公開許可申請資料後，可直接於許可管制系統查看⺠眾對於指定廠
之許可申請資料提出意見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二、許可管制系統 (審核單位)

掌握⺠眾意⾒

公開平台之意見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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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三、許可申請系統 (審核單位)

更新許可申請資料

 系統提供複製線上申請資料為許可申請資料功能
 輸入審查通過日期後請先執行更新複製功能
 更新完成後務必進入許可申請系統確認資料⼀致性，並刪除現況已不存在的資料

KEY到這裡就先執行更新許可
資料，先不要KEY 許可證號

1

2

執行更新成功後
可將線上申請資料複製為

核定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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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三、許可申請系統 (審核單位) 許可申請表對應系統界面名稱

許可申請表 許可申請系統界面名稱

表C 工廠基本資料

表AP-M 製程摘要、一般製程細項

表AP-O 化工製程

表AP-G 設備連接關係處理,廢氣流向摘要表,[設備
清單集中表]下各類污染設備及排放管道之
排放量

表AP-E 污染源設備,第一至六項

表AP-A 控制設備細項

表AP-F 廢氣燃燒塔,第一至六項

表AP-P 排放口細項,第一至四項

表AP-T 儲槽設備細項,1至7a項

表AP-OS 有機溶劑使用表

表AP-I 油水分離池,第一項

表AP-L 裝載場細項,第一項

表AP-W 廢水處理場細項,第一項

表AP-C 接駁點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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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三、許可申請系統 (審核單位) 確認範例

 系統提供複製線上申請資料為許可申請資料功能
 新增原系統沒有的資料
 修改已存在原系統相同鍵值之定量資料
 須再確認手動刪除或處理無法藉由更新處理的資料

燃料 用量 單位

煙煤 1000 公噸

4~6號重油 340 公秉

生活垃圾 120 公噸

燃料 用量 單位

煙煤 1600 公噸

4~6號重油 340 公升

廢潤滑油 200 公秉

許可線上申請資料
審核單位

原許可申請資料

更
新

燃料 用量 單位 說明

煙煤 1000 公噸 修改

4~6號重油 340 公秉 修改

廢潤滑油 200 公秉 須手動刪除

生活垃圾 120 公噸 新增

更新後
許可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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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三、許可申請系統 (審核單位) 現況已不存在資料之處理

 直接刪除實際用量為0或空白之資料
 修改實際用量不為0之許可申請用量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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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三、許可申請系統 (審核單位) 污染源之燃料成分資料

 同步增加許可申請系統之污染源燃料成分資料編修記錄功能
 同步更新許可線上申請資料
 平均單位發熱量改為”單位發熱量下限”(>=)，單位改為千卡(原為百萬千卡)

(公私場所) 許可線上申請-- 製程設備 (審核單位) 許可申請--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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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四、許可內容系統 (審核單位) 許可證首頁

 增加許可內容上傳及下載功能，審核單位應上傳核發的許可證資料(非公開許可
證)，便於資料保存及查核比對

 依據許可管制系統建置之許可類別判定操作許可證表頭
操作許可證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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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四、許可內容系統 (審核單位) 許可證次頁二

 同步增加污染源之燃料成分及標準欄位
 可同步轉入許可申請系統之相同資料，惟審核單位應再確認核定相對燃料之成

分標準及混燒比例
 列印格式同步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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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五、許可證公開

申請工商
機密隱匿

公私場所作業

✽輸入許可證號

✽掌握應上傳公開許可證
進度

審核單位作業

1.隱匿個資及核
准隱匿之資訊

2.上傳許可
內容資料

 公私場所於取得許可核准文件十五日內，應隱匿個人資料後將許可內容公開於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網站

 資訊公開辦法發布前(108/10/21) 已取得之許可證，應於109/4/20 日前於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網站公開製程最新⼀張許可證

已上傳許可
內容查詢

補上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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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私場所於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執行上傳許可證
 ⼀般⺠眾於公開平台即可查看

執行上傳公開資料功能
https://apmis.epa.gov.tw/)

資料公開平台
https://aodmis.epa.gov.tw/)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五、許可證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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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https://apmis.epa.gov.tw/)
 選擇所在縣市主機
 輸入有效之帳號、密碼後按登入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五、許可證公開(公私場所作業) 登入固定源系統

28

 點按[公開許可證]
 點按[新增公開許可證]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五、許可證公開(公私場所作業) 上傳公開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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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定執行上傳公開之許可證號

1

系統帶出108/9/29日後(法規生效)核發之許可證
及既存製程最新有效的許可證(亦即所有應公開許
可證 )，逐⼀點按後上傳相對證號公開內容即可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五、許可證公開(公私場所作業) 上傳公開許可證

30

 選定應執行上傳公開之許可證號(系統帶出許可類別)
 屬燃料併操作使用許可者需另行填寫燃料使用許可證號，其他類許可證號

可由系統直接帶出證號，不需另外填寫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五、許可證公開(公私場所作業) 上傳公開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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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上傳指定許可證之許可內容檔案(如左圖)
 選定上傳的檔案後按[提交] (右圖)，確定後即完成上傳，翌日可公開於平台

上傳檔案請自行遮蔽個資及經申請核准隱密之資料後轉成PDF格式檔案(整合成⼀個檔案)

1

上傳成功後出現公開日期並
可再下載查看已上傳的檔案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五、許可證公開(公私場所作業) 上傳公開許可證

32

 進入[公開許可證]即可查看歷次上傳的許可內容紀錄
 點按任⼀許可證之管制編號即可下載查看原上傳內容

歷次上傳的許可內容紀錄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五、許可證公開(公私場所作業) 補傳公開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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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許可證不完整或有問題時可再次補傳公開資料
 提交補傳成功後即可覆蓋原公開資料，系統記錄最多二次補傳日期

補傳檔案請自行遮蔽個資及經申請核准隱密之資料且需為完整應公開許可證資料(不可只上傳修改
的資料)

1
2

3.
提
交

4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五、許可證公開(公私場所作業) 補傳公開許可證

34

 進入公開許可證查詢，即可查看所轄區域內工廠上傳許可證紀錄
 點按任⼀許可證之管制編號即可下載查看原上傳內容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五、許可證公開(審核單位) 主管單位掌握應上傳公開許可證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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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固定源系統登入即出現應公開之許可證號提示
 直接由EMS系統進入許可線上申請系統亦可同步接收應公開之訊息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六、許可證公開警示(公私場所) 未上傳公開提示

如全數許可證均上傳公開後則不會出現本項提示對話

36

 審核單位登入固定源系統即出現應掌握未上傳公開許可證提示
 未上傳公開許可證名單提供逾期及將屆等篩選項目

將屆：新證於發證後10日內仍未公開、既存證於109/3/23 仍未公開

逾期：新證於發證後15日內仍未公開、既存證於109/4/23 仍未公開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六、許可證公開警示(審核單位) 未上傳公開許可證名單

列印功能

登入提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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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第26條
公私場所領有燃料使用許可證者，其使用燃料之紀錄，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電子網路傳輸方

式，於每年⼀月、四月、七月及十月底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前季燃料之使用量。

 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第62條
本辦法發布前，已依生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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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有生

煤使用許可證之公私場所，得於該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滿前繼續使用，並於有效期限屆滿前三至六個
月內，申請展延並換發燃料使用許可證。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七、燃料申報管制系統 背景說明

新(燃料) /舊(生煤)證並存狀態可能持續5年，依法需進行使用量申報

原生煤許可證適用

燃料使用許可證適用
工
廠
登
入

審核單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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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保 局

1.建置應申報名單
燃料使用許可證號

污染源
燃料類別
應申報起訖期程

 屬環保局列管應定期申報燃料使用名單，工廠才可以進行季申報
 燃料使用許可證有效期間內需申報燃料使用量

工 廠

申報燃料季使用量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七、燃料申報管制系統

2.確認申報結果

執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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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需先完成建立應定期申報燃料使用名單，
工廠才可以進行季申報
申報狀態為申報中及申報補件時，工廠才可以編
修申報資料
完成申報確認為最終目標，資料即不可編修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七、燃料申報管制系統 申報管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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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燃料許可證名單
(1)運作中且有使用燃料的製程才可以點選
(2)系統預先帶出部分燃料(如:生煤)的資料，需再自行

新增其他屬公告應申報之燃料
 通過完整性檢核才可列為有效名單 (i.e.可申報名單)

許可證未建置完整者，工廠無法申報
(名單維護中的狀態)

環保局建置應申報名單

2.維護應申報名單
(1)有申報資料後只可修改證書狀態
(2)撤銷或廢止許可證需輸入撤銷廢止日期，系統據以

判斷終止申報季別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七、燃料申報管制系統(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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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燃料使用許可證、應申報季別及
申報狀態，輸入季使用量

 完成申報即公開
(依據空污法第35條，燃料使用許可證
及申報之資料須公開)

工廠應申報燃料季使用量清單及申報入口

工廠申報燃料季使用量完成申報即確認公開

工廠申報燃料使用量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七、燃料申報管制系統(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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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完成申報 及 完成補件 為需確認的狀態
可執行通知補件、查看歷次補件或完成

申報確認

*通知補件， 輸入補件期限及內容後，系統寄出
MAIL  通知工廠補件

審查確認
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七、燃料申報管制系統(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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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
八、上傳公開緊急應變措施計畫書功能

 依據空污法第35條，公私場所應公開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
 以工廠權限登入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apmis.epa.gov.tw/air*)，點擇執行公開緊急

應變計書，執行上傳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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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登入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
(apmis.epa.gov.tw/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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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配合空污法第35條、24條及98條規範公私場所及主管機關應執行資訊公開事項，開發固定
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以降低執行公開作業之人事成本為原則，介接已建置系統之資料，配合執行作業流程擴充必
要上傳公開之功能

條 文 資訊公開內容 公開責任 資料來源

第22條 •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操作或空氣污染物排放狀況 主管機關 環境資源交換平台<<縣市環保局

第24條 •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核發前)申請資料
•⺠眾參與表示意見 主管機關 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

第35條

1.核發之設置、操作許可證
2.核發之燃料使用許可及申報資料
3.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
4.技師、5.專責人員、6.檢測機構之證號資料

公私場所 1,2,3,6.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
4.技師簽證系統
5.專責人員設置動態系統

下列之查核及處分之個別及統計資訊
1.公私場所、 2.技師
3.專責人員
4.檢測機構

主管機關

1.環境資源交換平台<<督察總隊
2.技師簽證系統
3.環訓所
4.環境資源交換平台<<環檢所

第98條
•申請復工試車計畫 、⺠眾參與表示意見 公私場所 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

•試車會議審查之會議記錄 主管機關 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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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介接固定源、專責人員動態系統、技師簽證系統資料，工廠不需再另行公開技師、專責人員
及檢測機構之證號資料
介接環境資源交換平台、技師簽證系統資料，主管機關不需再另行公開公私場所、技師、專
責人員及檢測機構之查核懲戒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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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系統功能架構

以展現單廠資料為主，彙集收納列管工廠之所有公開資料，提供查詢指定工廠所有公開資料
提供篩選查詢及下載公私場所處分資料及排放量申報等資料集
提供⺠眾參與表達許可申請及復工試車計畫書之意見

(https://aodmis.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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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首頁輔助說明

①.網站導覽：可由此切換查詢不同資料

② ④③ ①

②.關於平台：點開各項可查詢或下載相對資訊

③.常見問題：提供下載pdf，可掌握主要問題解答

④聯絡資訊：提供資料來源相關單位及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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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可指定縣市、鄉鎮、工業區、工廠管制編號或廠名及資料別，篩選同時符合所有條件之工廠
名單

篩選功能列管工廠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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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可查詢屬宜蘭縣，廠名包含”化學”且具有許可及處分資料的工廠
點按任⼀資料類別鍵即可切換查看指定工廠之各類別明細資料

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查看資料入口列管工廠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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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許可申請資料

許可申請資料由工廠上傳，審核單位執行公開後翌日即可於公開平台下載查看，提供⺠眾發
表意見，依法公開7日後自動下架
列管工廠資料公開及⺠眾參與表示意見均可查看相同工廠之許可申請公開資料

列管工廠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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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許可證資料

依空污法第35條，公私場所應公開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資料
主管單位完成許可審查核發並輸入許可證號資料，公私場所於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上傳許可
證資料，許可證基本資料及內容即可於平台公開下載
公私場所需公開應申請許可之製程最近⼀張許可證

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

列管工廠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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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環工技師資料
依空污法第35條，公私場所應公開環工技師之證號資料
工廠完成許可線上申請，指定技師執行確認簽證，主管單位完成審查發證，許可申請及審查
各階段資料均記錄於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公開平台即介接公開許可證及技師基本資料，公
私場所不需再另行公開技師資料

列管工廠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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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專責人員資料
依空污法第35條，公私場所應公開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之證號資料
公私場所申請設置/異動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由主管單位核定並建置相關資料於
專責人員設置動態系統，公開平台直接介接專責人員設置動態系統，公私場所不需再另行公
開專責人員資料

列管工廠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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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資料
依空污法第35條，公私場所應公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之證號資料
公私場所申報委託檢驗測定機構定期檢測結果或申請許可執行之試車檢測結果均記載於固定
源管理資訊系統，公開平台介接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之定期及試車檢測資料執行公開，公私
場所不需再另行公開檢驗測定機構之資料

列管工廠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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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資料
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依空污法第35條，公私場所應公開申報資料
公開平台介接CDX之申報空污費之排放量、介接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之生煤申報資料及燃料
申報資料，公私場所於相對系統完成申報即可，不需再另外執行公開

列管工廠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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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資料列管工廠資料公開
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依空污法第22條，公私場所應公開連續自動監測空氣污染物排放狀況
公開平台介接CDX之固定污染源監測數據紀錄值，提供查詢每根管道最近30日之小時濃度監
測記錄，並繪製時間及濃度趨勢圖展示結果，公私場所不需再另外執行公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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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資料列管工廠資料公開
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依空污法第35條及96條，主管機關應公開處分及情節重大之公私場所資料
公開平台介接CDX之環保稽查處分資料，主管機關不需再另外執行公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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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申報資料
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提供指定縣市、申報季別、工廠管制編號或廠名，篩選同時符合所有條件之工廠申報季排放量
介接CDX之申報空污費之排放量，提供查詢102年起公私場所申報空污費之4種污染物排放量
提供下載單⼀年度所有資料及前1000筆查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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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處分資訊
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提供告發開立縣市、違反法條、廠址、裁處時間，篩選同時符合所有條件之工廠處分資料
可查詢102年起之公私場所處分資料，提供下載所有查詢資料
介接CDX之環保稽查處分資料

公私埸所處分資料

60

查核處分資訊
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依空污法第35條，主管機關得公開環境工程技師之查核及處分資訊
介接環工技師簽證系統，公開技師執行空污業務之查核缺失及懲戒資訊

環工技師懲戒及查核缺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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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處分資訊
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依空污法第35條，主管機關得公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查核及處分資訊
介接環檢所上傳CDX之環保署裁處資料，篩選檢測機構執行空污業務之裁罰處分資訊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查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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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處分資訊
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依空污法第35條，主管機關得公開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撤廢證資訊
由環訓所提供專責人員撤廢證資料上傳公開平台

專責人員撤廢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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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參與表示意⾒
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依空污法第98條，公私場所應公開申請復工試車計畫書供⺠眾查詢，主管機關以會議方式審查
者應作成會議紀錄並公開
公私場所及主管機關於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執行上傳試車計畫書及會議紀錄，公開平台提供⺠
眾查詢下載、提問及查看彙整提問

復工試車

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

64

⺠眾參與表示意⾒
參、固定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依空污法第24條，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應將許可申請資料登載於公開網站，
供⺠眾查詢並表示意見，作為核發許可證之參考
主管機關於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執行公開工廠上傳之許可申請資料，公開平台提供⺠眾查詢下
載、提問及查看彙整提問

許可申請

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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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注意事項
 提供燃料使用許可證字之樣版以提供單獨核發燃料使用許可證使用

 許可證公開只有15日的期限，審核單位應即時輸入已完成發證之許

可證號資料，避免工廠已取得紙本許可證卻無法及時上傳公開

 確實維護固定源管理資訊系統之工廠列管狀態

(*有排放空氣污染物之固定污染源均為列管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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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