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度桃園市固定污染源許可制度及空氣污染防制費催

繳稽查管制計畫 

「期末報告」 

一、基本摘要內容： 

計畫名稱：桃園市固定污染源許可制度及空氣污染防制費催繳稽查管制

計畫 

契約編號：107030239 

委託機關：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執行廠商：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主持人：苗宛陶             聯絡人：卓啟弘 

聯絡電話：04-35013771#228      傳真號碼：04-23294476 

期    程：107 年 3 月 23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總 期 程：107 年 3 月 23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經   費：(全程)：19,385 仟元 

執行情形：半年報 

1.執行進度:預定(％)       實際(％)        比較(％) 

    總進度  100.0％      100.0％            0％ 

2.經費支用:預定(千元)     實際(千元)       支用比率(％) 

    總經費   19,385       19,385          100.0％ 

3.主要執行內容: 

(一) 執行固定污染源許可制度 

1. 協助機關執行固定污染源許可申請資料之收件、時程控管、

審查、監督檢測（試車）、檢測報告審查、許可證製證、發

證作業，審查作業需符合空氣污染防制法及相關法令之規

定。 

2. 依機關審查需求，協助辦理固定污染源相關申請案件審查會

議。每案邀請之學者專家至少應有 2 位或以上。 

3. 協助執行固定污染源許可申請案現場勘查作業，現場查核作



業至少 77 個製程。本項查核作業應以機關執行專案查核業

別為優先查核對象。 

4. 協助固定污染源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申請案件之審查、核

發作業，各階段期程符合率至少 97%。 

5. 辦理固定空氣污染源管理資訊系統資料庫建檔檢核確認及

修正，廠商應於每月25日前(含25日)進行資料庫檢核作業，

並將檢核修正結果以電子檔回覆機關。 

6. 協助現行已核發許可證之控管，每月 25 日前(含 25 日)彙整

次月應辦理展延之公私場所名單送機關發文，通知公私場所

申請展延，並輔導、追蹤辦理情形。 

7. 建立諮詢專線電話 3 線及傳真 1 線以上，提供公私場所法規

及許可文件申請諮詢。 

(二) 生煤、易致空氣污染物質販賣及使用許可管制 

1. 協助進行生煤、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物質販賣及使用

許可申請資料之收件、時程控管、審查、監督檢測(試車)、

檢測報告審查、及許可證製證、發證作業，審查作業需符合

空氣污染防制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2. 輔導上述領有販賣或使用許可證之對象，於 1 月及 7 月底前

完成紀錄申報，計畫結束時申報率應達 100%。 

3. 配合環保署建置生煤、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物質相關

管理系統，辦理系統資料庫建置及申報管理作業。 

(三) 許可證現場查核及缺失改善輔導 

1. 追蹤已核發之設置許可證(未取得操作許可證)，發證後逾半

年未向本局申請操作許可證，以電話聯繫確認；逾一年未向

本局申請操作許可證，進行現場查核確認狀況，並於工作月

報中呈現。 

2. 執行已核發之操作許可證現場查核作業至少 116 個製程，查

核對象以兩年內未曾查核之製程、屢遭陳情、配合機關專案

查核或機關指定為優先查核對象。 

3. 針對查核不符或未依許可證內容操作者，需輔導改善及列管

追蹤後續辦理情況，並應建立完成改善書面資料，當年度之



許可查核符合率應大於 98﹪（含輔導改善完成者），並將不

符合規定名單提報機關。 

4. 龍潭科學園區內領有許可證之工廠至少進行一次許可查

核。 

5. 依機關指定進行固定污染源清查與工業區污染管制作業。 

6. 依機關指定，針對屢遭陳情工廠至少 4 家，調查分析其屢遭

陳情原因，研擬有效管制方案。 

(四) 執行「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

法」法規符合度查核及管制作業。 

查核本市「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管理辦法」適用對象至少 155 家次以上，並進行巡查輔導工

作。並將未符合規定之公私場所名單，送機關進行稽查管制

工作。 

(五) 固定污染源輔導、監督定期檢測及申報資料審查作業 

1. 執行公私場所定期檢測網路申報資料之審查作業。掌握應定

期檢測及申報名單並進行資料庫名單維護，並輔導申報作

業。 

2. 配合固定污染源定期檢測，協助機關進行現場監督檢測至少

54 根次。並將定檢監督檢測所發現公私場所之主要缺失進

行彙整分析，提供機關辦理法規說明訓練內容。 

3. 彙整提供公私場所通知定檢日期，以利機關進行監督定檢作

業。並將檢測報告資料彙整、分析，將未依規定實施定檢者

提供機關進行稽查。 

4. 每月彙整定期檢測逾期之公私場所名單提供機關，並納入工

作月報，以利機關掌握。 

(六)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作業之申報輔導、審

查、催繳、現場查核、通知、帳目核對及資料管理 

1. 建立空污費申報窗口，並提供法規及申報諮詢服務。 

2. 空污費申報資料建檔及審查作業，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受理公私場所書面申報日起 10 日曆天內完成公私場所

申報資料建檔，有補正者多加 15 日曆天，並於申報截



止日後 2 個月內完成書面申報資料掃描工作。 

(2) 就申繳完整之空氣污染防制費案件，於 107 年 6 月 20

日、12 月 20 日前完成空氣污染防制費之審查及結算、

核收資料（但不包含申報截止日後 30 日仍未申報之案

件）。 

(3) 空氣污染防制費現場查核作業至少完成 232 家次以上。

本項查核作業應以兩年內未曾查核之製程廠家或配合

機關執行專案查核為優先查核對象(其中查核對象應包

含季排放量小於 1 噸以下占 10％以上)。 

(4) 配合執行環保署規定之內部稽核作業評鑑。 

3. 掌握應申繳空污費公私場所名單，對於未申報空污費之公私

場所，執行空污費申報催繳通知及查核作業。彙整由本局每

半年發文結算公私場所之空污費遲繳之名單，並計算滯納金。

仍逾期未繳者，將名單提供機關以利告發處份。針對公私場

所各項污染物行業製程進行申報排放量、適用費率分佈情形、

個別物種空污費申報排放量等進行分析。 

4. 彙整空污費列管名單需新增及刪除之資料，並即時更新於環

保署空污費網路申報及查詢系統，並於每月工作月報中說明

新增及刪除情形。 

5. 協助「固定污染源空污費暨排放量申報合管理系統」之排放

量審核作業。 

(七) 辦理公私場所申請空氣污染防制費減免案件之審查及公私場所

申請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自廠係數建置案件之審查。 

協助機關召開公私場所空氣污染防制費減免申請案件或自

廠係數之專家學者審查會議(應依機關要求加開審查會議)，每次

審查會專家學至少應有 2 位或以上。並依機關要求辦理防制設

備效率驗證及現場勘察事宜。 

(八) 辦理 1 場次空氣污染突發事件之緊急應變實兵演練工作 

1. 每月定期檢視及更新｢空氣污染事件應變處理查詢系統｣應

變資源之資料(應於每月工作月報中提出)，確認聯絡資訊正

確性及可實際使用應變器材數量。並依機關要求，協助辦理



1 場次空氣污染突發事件之緊急應變實兵演練工作（若計畫

期間因環保署修正「空氣污染事件應變處理標準作業」，廠

商應配合變更之內容進行演練工作）。本項演練作業於期末

驗收時應提經費支出分析表為驗收依據(應含經費支出發票

或收據)。 

2. 依據固定源高風險對象篩選原則，執行現場查核作業至少

15 家次輔導巡查。 

(九) 配合空氣品質不良或惡化通報執行現場巡查作業： 

1. 建立空氣品質監測站周遭重大污染源工廠名單。 

2. 建立空氣品質不良或惡化時，固定污染源控管作業標準程序，

並配合通報進行現場查核作業。 

3. 協助機關就指定之空氣品質測站進行污染追查及管制。 

(十) 針對觀音工業區空品盒子進行空氣品質分析 

1. 針對觀音工業區布設之空品盒子進行分析，並篩選可疑污

染區域，協助機關排定稽查行程。 

2. 每個月提交一份分析報告，以供局內參考並進行相關稽查

工作。 

(十一) 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宣導說明會及人員教育訓練 

1. 辦理公私場所空氣污染法規或相關管制作業宣導說明會 2

場次，每場次辦理規模 100 人 以上，至少應達預計人數 80

％以上。 

2. 依機關指定，辦理固定源審查或查核訓練會 1 場次，以提升

業務執行人員之專業能力。 

(十二) 辦理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減量獎勵 

1. 辦理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減量獎勵作業，至少 15

家公私場所參與，並針對提出補助申請之公私場所辦理評審

與現場勘察作業。 

2. 追蹤查核機關歷年來進行減量輔導之固定污染源，並確認接

受獎勵之公私場所之持續減量情況。 

(十三) 辦理空氣污染防制稽查、處分及處分後改善追蹤作業 

1. 配合辦理專案稽查管制作業（包括假日及夜間稽查）。 



2. 配合執行處分後續改善追蹤作業。 

3. 協助機關稽查、處分及改善完成資料建檔於「環保稽查處分

管制系統（EEMS）」、資料統計分析及相關檔案管理。 

4. 以上稽查、處分及改善完成資料應於各項管制工作執行日起

1 個月內鍵入環保署環保稽查處分管制系統(EEMS 系統)。 

(十四) 廠商應提供下列稽查工具進行相關公私場所查核作業，本項

工作以提升查核作業品質為目標（設備所有權為廠商）： 

1. pH 計 3 台與 pH 電極 3 支：應有溫度補償及至少有 4、7、

10 三點校正功能，需提供所需之校正液、保存液、洗滌瓶。

設備應每年送回原廠校正乙次。 

2. 攜帶式氣象站 1 組：應具有測量風速、風向、氣溫、相對濕

度、大氣壓力之功能。 

3. 數位相機至少 6 台與數位攝影機至少 1 台：任何一組外勤查

核作業應備有數位相機，不得以手機或任何附屬性質之相機

替代。 

4. 衛星導航 6 台：功能良好之衛星導航，提供外出查核路線規

劃。 

5. 揮發性有機氣體偵測器需用之標準氣體鋼瓶 3 種濃度各 1

支及氫氣鋼瓶 3 支。設備應每年送回原廠校正乙次。 

6. 以上設備應保持堪用，維修應有備品供使用。 

(十五) 機關提供下列稽查工具進行相關公私場所查核作業，本項工

作以提升查核作業品質為目標（設備所有權為機關）： 

1. 揮發性有機氣體偵測器 2 台。 

2. 雷射測距儀 1 台，2 公尺標竿 1 支。 

3. 以上設備應保持可正常操作，廠商負責提供相關耗材及操作

維護費用，如維修時應有備品供使用。 

(十六) 配合環保署排放量管理計畫所提供固定污染源資料庫需複查

工廠名單及項目，完成複查、準時回報及相關彙整工作。 

1. 公私場所異常排放量現場清查工作，依環保署指定名單依規

定格式及各時間點準時提報資料。 

2. 縣市排放量認列差異說明，需依環保署指定名單依規定格式



及各時間點準時提報資料。 

(十七) 廠商應達成 107 年桃園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目標，與本計畫

工作內容有關之項目。 

(十八) 機關其他臨時交辦事項(含專責人員管理、環工技師管理、依

機關通知參加環保署相關會議等)。 

(十九) 資料建檔、管理及維護更新 

1. 管理列管之固定污染源文書檔案夾(包含摘要、許可證申請

資料、許可證、核備公文副本、檢測報告摘要表及空污費申

報資料)並建立清冊，於計畫結束時移交下ㄧ承攬廠商(承攬

廠商若與前一計畫相同者不在此限)。移交應依機關要求訂

定計畫，並依計畫完成移交工作。 

2. 協助完成本計畫作業之固定污染源管理資訊系統資料庫建

檔。 

3. 許可資料(包含申請資料及許可證資料)應於發證日起 1個月

內完成建檔。 

4. 清查資料之建檔應於管制工作執行日起 1 個月內完成。 

5. 巡查資料之建檔應於管制工作執行日起 2 週內完成。 

6. 有關稽查、處分及改善完成資料應於各項管制工作執行日起

1個月內完成於環保稽查處分管制系統EEMS系統之建檔。

機關稽查人員未提供鍵檔者不在此限。 

7. 建立固定污染源管理資訊系統資料庫 QA/QC 作業，並建立

及管理機關其他委外計畫資料建檔之品質。 

8. 巡查表單及計畫相關作業文書之電子化：為利計畫相關文件

之搜尋、利用及保存，廠商應配合機關，將計畫執行過程相

關書面文件(含各類巡查、清查表單等)予以電子化，並鍵入

資料庫以供查詢。廠商並應負責該系統之維護，定期追蹤相

關計畫之文件電子化執行情形。 

(二十) 表單提報及資料分析 

1. 協助機關辦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考評資料之彙整及準備工

作。 

2. 得標廠商應於每月 10 日前向機關提報並送達上個月工作月



報，其內容包括工作事項、工作進度、工作人數及時數、異

常狀況及因應對策及機關指定內容。 

3. 應配合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保專案成果報告資訊系統」

(http://epr.epa.gov.tw/wf03_home.aspx)進行期末報告登錄作

業，並上傳相關文件電子檔與計畫成果。 

4. 本計畫期末報告應有英文摘要。 

(二十一) 計畫品保品管作業 

1. 得標廠商應於履約日起 20 日內，提工作人員分工執掌送機

關核備。 

2. 有關本計畫各工作項目之執行品質應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訂定「直轄市及縣(市)空氣品質維護或改善工作執行績效考

評要點」規定。 

(二十二) 人員、設備 

1. 得標廠商應派 30 人執行本計畫，除主持人外，其餘執行人員

應全職於本計畫工作，出勤由廠商指派人員管理並由機關監

督，作息時間與機關相同，如所派人員不能履行職務，廠商

需依機關要求更換人員。廠商租賃之辦公場所應距機關 3 公

里內。計畫經理請假應先向本機關計畫承辦人員請假。 

(1) 計畫主持人：1 名，應為碩士以上理工科系畢業，且具

環境工程技師執業執照(計畫如有協同或共同主持人，

具前述執業執照者，計畫主持人可不受前述資格限制)，

具固定污染源相關計畫 7 年以上經驗，計畫履約期間，

提供專業技術指導及經驗傳承、提供污染防制策略建議，

監督固定污染源空污費與計算粒狀物、硫氧化物、氮氧

化物、揮發性有機物等空氣污染物之排放量工作。 

(2) 計畫經理(全職)：1 名，應為碩士以上理工科系畢業，

且有固定污染源相關計畫 5 年以上經驗或大專以上理

工科系畢業並有 7 年以上工作經驗者，負責與機關協調、

聯繫、統籌等各項工作項目、人力之調配。 

(3) 計畫組長(全職)：3 名。應為碩士以上理工科系畢業，

且有 2年以上工作經驗或大專以上理工科系畢業並有 4



年以上工作經驗者，負責許可、空污費及外勤查核等各

項工作。 

(4) 專案工程師(全職)：18 名，應為碩士以上理工科系畢業

並有 2 年以上工作經驗，或大專理工科系畢業並有 3

年工作經驗者，或具有環保署講習訓練課程及測驗合格

資格，或具備甲級以上空污專責人員、環工技師資格或

環境訓練所之空氣污染相關審查訓練合格，執行本計畫

各項工作項目。 

(5) 助理工程師(全職)：7 名，應為大專以上畢業，執行本

計畫各項工作項目。其中 3 名派駐機關協助基本資料電

腦登錄、文書建檔、協助公文處理及其它臨時交辦事

項。 

2. 計畫執行期間人員及上述許可申請文件、空污費申繳資料需放

置廠商租賃之辦公室，其位置須在機關周邊 3 公里範圍內，

俾利平時討論精進計畫執行、空污事件發生時立即處理應變，

所需費用包括:房租費、管理費及水電費等。 

3. 為利本計畫執行與資料庫查詢，廠商應自備所需之資訊設備並

視實際作業需求增加設備數量。 

4. 為利本計畫之執行，廠商應依需求自行準備計畫所需車輛與設

備。 

 

 

二、主管機關要求之內容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