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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儲槽系統完工(更新完工)報告書申報事項及檢附文件 

第一章  完工報告摘要 

1.1 事業及環保設施施工機構基本資料 

附件 1.1-1 事業機構負責人身分證影本正面 

附件 1.1-2 事業機構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反面 

附件 1.1-3 事業機構/負責人印鑑 

附件 1.1-4 受委辦之環保設施規劃機構負責人身分證影本正面 

附件 1.1-5 受委辦之環保設施規劃機構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反面 

附件 1.1-6 受委辦之環保設施規劃機構/負責人印鑑 

附件 1.1-7 受委辦之環保設施規劃機構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1.2 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完工摘要表 

1.3 地下儲槽系統之竣工圖 

附件 1.3-1 地下儲槽竣工圖 

附件 1.3-2 管線竣工圖 

1.4 完工之儲槽數目、容量及儲存油品種類 

第二章  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之完工資料 

2.1 儲槽加注口型式、防止濺溢設施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 

附件 2.1-1 儲槽加注口型式 

附件 2.1-2 儲槽加注口竣工圖 

附件 2.1-3 儲槽加注口施工及完工相片 

附件 2.1-4 儲槽加注口防止濺溢設施竣工圖 

附件 2.1-5 儲槽加注口防止濺溢設施施工及完工相片 

2.2 地下儲槽型式、防蝕措施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材質證明、防蝕

測試機構資料及測試報告 

附件 2.2-1 儲槽施工及安裝完成相片 

附件 2.2-2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材質認可文件 

附件 2.2-3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地下儲槽檢驗法規定之洩漏測試 

附件 2.2-4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地下儲槽內部真空測試合格文件 

附件 2.2-5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地下儲槽二十五年以上耐蝕及結構強度保

證文件 

附件 2.2-6 其他經國家認可材質之認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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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7 鋼製地下儲槽證明文件 

附件 2.2-8 鋼製地下儲槽包覆聚乙烯材質認可文件 

附件 2.2-9 鋼製地下儲槽包覆玻璃纖維材質認可文件 

附件 2.2-10 鋼製地下儲槽包覆聚氨脂材質認可文件 

附件 2.2-11 鋼製地下儲槽包覆其他經國家認可材質之認可文件 

附件 2.2-12 鋼製地下儲槽陰極防蝕系統之竣工圖 

附件 2.2-13 鋼製地下儲槽陰極防蝕系統之施工中相片 

附件 2.2-14 鋼製地下儲槽陰極防蝕系統之測電箱相片 

附件 2.2-15 鋼製地下儲槽陰極防蝕之防蝕測試機構資料 

附件 2.2-16 鋼製地下儲槽陰極防蝕之防蝕電位測試結果報告 

附件 2.2-17 儲槽外層阻隔物之竣工圖 

附件 2.2-18 儲槽外層阻隔物之施工及完工相片 

附件 2.2-19 雙層槽國家認可文件 

附件 2.2-20 雙層槽測試合格文件 

附件 2.2-21 儲槽內層阻隔物原廠可文件 

附件 2.2-22 儲槽內層阻隔物測試合格文件 

2.3 管線型式、防蝕措施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材質證明、防蝕測試

機構資料及測試報告 

附件 2.3-1 管線施工及設備安裝相片 

附件 2.3-2 吸取式管線設備功能測試報告 

附件 2.3-3 壓力式管線自動監測設備相關認可文件 

附件 2.3-4 壓力式管線自動監測設備系統操作測試報告 

附件 2.3-5 壓力式管線自動監測設備系統相片 

附件 2.3-6 非金屬管認可文件 

附件 2.3-7 其他國家認可之材質認可文件 

附件 2.3-8 鋼製管線證明文件 

附件 2.3-9 鋼製管線包覆聚乙烯材質認可文件 

附件 2.3-10 鋼製管線包覆玻璃纖維材質認可文件 

附件 2.3-11 其他國家認可之鋼製管線材質認可文件 

附件 2.3-12 鋼製管線陰極防蝕系統竣工圖 

附件 2.3-13 鋼製管線陰極防蝕系統施工中相片 

附件 2.3-14 鋼製管線陰極防蝕系統測電箱相片 

附件 2.3-15 鋼製管線陰極防蝕之防蝕測試機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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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16 鋼製管線陰極防蝕之防蝕電位測試結果報告 

2.4 加油機底部防止油品滲漏設施之型式、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 

附件 2.4-1 加油機底部防滲漏設施竣工圖 

附件 2.4-2 加油機底部防滲漏設施之施工及完工相片 

附件 2.4-3 加油機底部防滲漏設施完工後首次液密性檢測結果 

2.5 管線設置二次阻隔層之型式、觀察或監測方式、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

片及材質證明文件 

附件 2.5-1 管線外層阻隔物二次阻隔層內壁內襯或塗料之設計文件 

附件 2.5-2 雙層管國家認可文件 

附件 2.5-3 管線二次阻隔層之竣工圖 

附件 2.5-4 管線二次阻隔層之施工及完工相片 

2.6 地下儲槽系統密閉測試之測試機構資料及測試報告 

附件 2.6-1 地下儲槽系統密閉測試機構資料 

附件 2.6-2 地下儲槽原廠出廠測試之密閉測試方法及標準 

附件 2.6-3 環保署地下儲槽/管線密閉測試檢測方法及標準 

附件 2.6-4 儲槽密閉測試施作相片 

附件 2.6-5 管線密閉測試施作相片 

附件 2.6-6 儲槽安裝後密閉測試報告 

附件 2.6-7 管線安裝後密閉測試報告 

第三章  監測設備之完工資料 

3.1 油槽自動液面計設施之設備型式、施工及完工相片及功能證明文件 

附件 3.1-1 油槽自動液面計設備型式、精準度之證明文件 

附件 3.1-2 油槽自動液面計之國家認可文件 

附件 3.1-3 油槽自動液面計施工及完工相片 

附件 3.1-4 油槽自動液面計功能證明文件 

附件 3.1-5 油槽內各水位與各該水位貯存容積之對照表及其相關資料 

3.2 地下儲槽系統監測設備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及功能測試報告 

附件 3.2-1 土壤氣體監測井竣工圖 

附件 3.2-2 土壤氣體監測井現場施工及完工相片 

附件 3.2-3 土壤氣體監測井功能測試報告 

附件 3.2-4 土壤氣體監測井背景（初測）濃度檢驗數據 

附件 3.2-5 土壤氣體監測井四周回填孔隙介質填具前、後及填具時之相片 

附件 3.2-6 地下水監測井之竣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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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7 地下水監測井現場施工及完工相片 

附件 3.2-8 地下水監測井四周回填孔隙介質填具前、後及填具時之相片 

附件 3.2-9「地下水水質監測井設置規範」規定之相關表單 

附件 3.2-10 浮油厚度檢驗數據 

附件 3.2-11 外層阻隔物之槽間監測設備安裝相片 

附件 3.2-12 雙層槽（管）自動偵測系統之 UL 或其他認可文件 

附件 3.2-13 雙層槽（管）自動偵測系統安裝相片 

附件 3.2-14 雙層槽（管）自動偵測系統功能測試報告 

附件 3.2-15 內層阻隔物之自動偵測系統之 UL 或其他認可文件 

附件 3.2-16 內層阻隔物之自動偵測系統安裝相片 

附件 3.2-17 內層阻隔物之自動偵測系統功能測試報告 

附件 3.2-18 其他監測方法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函影本 

附件 3.2-19 其他監測方法核准函內容說明應檢附之文件 

附件 3.2-20 其他監測方式施工及完工相片 

附件 3.2-21 其他監測方式功能測試報告 

第四章  設置計畫書/完工報告書變更內容對照表 

附件 4.1-1 報告書變更內容對照表 

第五章  洩（滲）漏事件應變處理計畫 

附件 5.1-1 洩（滲）漏事件應變處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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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事業及環保設施施工機構基本資料 

事 
 

業 
 

機 
 

構 

地下儲槽系統名稱 表 C:名稱  負 責 人 

表C:公司登記證

明文件資料負

責人姓名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附件 1.1-1 

附件 1.1-2 
機構/負責人印鑑 附件 1.1-3 

地下儲槽系統 

地址 
表 C:實際廠 (場 )資料之地址 

地下儲槽系統 

連絡電話 

表 C:實際廠 (場 )資料

之電話號碼  

地下儲槽系統 

傳真 

表 C:實際廠(場)資
料之傳真號碼 

公司名稱 表 C:母公司或上級機關 (構 )之名稱  

公司地址 表 C:母公司或上級機關 (構 )之地址  

公司電話 
表 C:母公司或上級機

關 (構 )之電話號碼  
公司傳真 

範例：

03-3326021#1329 

受
委
辦
之
環
保
設
施
規
劃
機
構 

機構名稱 限 20 字 負 責 人 限 10 字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附件 1.1-4 

附件 1.1-5 
機構/負責人印鑑 附件 1.1-6 

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字號 

 

(例：桃市商一字第 0331707-4
號，但不確定是否皆為此格式) 

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 
附件 1.1-7 

機構地址 標準化地址 

機構電話 範例：03-3326021#1329 機構傳真 範例：03-3326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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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完工摘要表 

儲槽加注口防止濺溢設施 材質：□不銹鋼(白鐵)   □混凝土   □其他 

加油機底部防止油品 

滲漏設施 
油盆材質：□高密度聚乙烯   □同等材質__________________ 

管線二次阻隔層保護 

□1.管線為明管，毋須設置二次阻隔層 

□2.管線有設置二次阻隔層 

型式：□外層阻隔物   □雙層管 

地
下
儲
槽
系
統
防
蝕
措
施 

一、儲槽 

(三擇一) 

□1.使用非腐蝕材料，型式__________________ 

□2.儲槽為鋼材 

□包覆適當之不導電物質，材質__________________ 

□裝設陰極防蝕系統，型式：□犧牲陽極   □外加電流 

□3.使用二次阻隔層保護 

□設置外層阻隔物 

□設置雙層槽 

□設置內層阻隔物 

二、管線 

(二擇一) 

□1.使用非腐蝕材料，型式__________________ 

□2.管線為鋼材 

□包覆適當之不導電物質，材質__________________ 

□裝設陰極防蝕系統，型式：□犧牲陽極   □外加電流 

地
下
儲
槽
系
統
監
測
方
式 

一、管線狀態 
□ 1.需進行定期監測 

□ 2.符合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者，得免進行監測 

二、地下儲槽系統

監測方式 

 

方式項目 監測頻率 

密閉測試 

□儲槽三年一次 

□吸取式管線每年一次 

□壓力式管線每年一次 

土壤氣體 □每四個月一次 

地下水監測 □每年一次 

槽間監測 □每四個月一次 

其他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之監

測方式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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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地下儲槽系統之竣工圖 

地下儲槽竣工圖 附件 1.3-1 

管線竣工圖 附件 1.3-2 

 

1.4  完工之儲槽數目、容量及儲存油品種類 

儲 槽 數

目、容量

及儲存油

品種類 

名稱/型式 數目 
容量 

(公秉) 
油品種類 

儲槽尺寸 

直徑(m) 長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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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儲槽加注口型式、防止濺溢設施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 

儲槽加注口 

1.數量               

2.型式 附件 2.1-1：□地上型  □地下型  □其它        

3.材質：□鋁合金   □鍍鋅鋼管  □其他       

4.竣工圖 附件 2.1-2 

5.施工及完工相片 附件 2.1-3 

防止濺溢設施 

1.材質：□不銹鋼（白鐵）  □混凝土  □其他            

2.竣工圖 附件 2.1-4 

3.施工及完工相片 附件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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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下儲槽型式、防蝕措施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材質證明、防蝕測試機構資

料及測試報告 

地下儲槽竣工圖 同附件 1.3-1 

儲槽施工及安裝完成相片 附件 2.2-1 

地
下
儲
槽
型
式
、
材
質
及
防
蝕
措
施 

□非腐蝕材料 

非腐蝕材質型式：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材質（FRP） 

請上傳以下檔案： 

1.美國 UL 或加拿大 ULC 等規範之認可文件（UL1316、ULC S615、

ASTM D4021） 附件 2.2-2 

2.製造商安裝施工檢查合格文件如下： 

(1)CNS 13026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地下儲槽檢驗法規定之洩漏測

試 附件 2.2-3 

(2)內部真空測試合格文件 附件 2.2-4 

3.製造商提供 25 年以上耐蝕及結構強度保證文件附件 2.2-5 

□其他經國家認可材質                     

請上傳認可文件 附件 2.2-6 

□保護鋼材 

（請上傳 UL、 

CNS 或其他國

家之鋼製地下

儲槽證明文件 

附件 2.2-7） 

保護鋼材型式： 

□包覆不導電物質 

□聚乙烯（PE）；請上傳 ULC S603.1 認可文件 附件 2.2-8 

□玻璃纖維（FRP）；請上傳UL 1746 PartⅡ及Ⅲ認可文件附件 2.2-9 

□聚氨脂（PU）；請上傳UL 1746 PartⅠ、Ⅱ及Ⅳ認可文件附件 2.2-10 

□其他經國家認可材質；請上傳認可文件 附件 2.2-11 

□裝設陰極防蝕系統 

1.選用型式： 

□犧牲陽極 ( □鎂陽極棒 □鋅陽極棒 □其它         ) 

□加壓電流 

2.陰極防蝕措施之竣工圖 附件 2.2-12 

3.施工中相片 附件 2.2-13 

4.測電箱相片 附件 2.2-14 

5.防蝕測試機構資料 附件 2.2-15 

6.防蝕電位測試結果報告 附件 2.2-16 

□具二次阻隔

層保護 

二次阻隔層型式： 

□外層阻隔物 

1.竣工圖（須註明內襯或塗料之設計）附件 2.2-17 

2.施工及完工相片 附件 2.2-18 

□雙層槽 

1.UL 或其他國家認可文件 附件 2.2-19 

2.測試合格文件 附件 2.2-20 

□內層阻隔物 

1.UL 或其他國家認可文件 附件 2.2-21 

2.測試合格文件 附件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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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管線型式、防蝕措施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材質證明、防蝕測試機構資料及

測試報告 

管線竣工圖 同附件 1.3-2 

管線施工及設備安裝相片 附件 2.3-1 

管
線
型
式 

□吸取式管線 設備功能測試報告 附件 2.3-2 

□壓力式管線 

1.管線自動監測設備相關認可文件；請上傳美國 UL 或其他標準

認可文件 附件 2.3-3 

2.管線自動監測設備系統操作測試報告 附件 2.3-4 

3.自動監測設備系統相片(自動流量限制、自動關閉設備或連續

警報設備相片) 附件 2.3-5 

管
線
材
質
及
防
蝕
措
施 

□非腐蝕材料 

非腐蝕材質型式： 

□非金屬管線；請上傳 UL 971、UCL S660 認可文件 附件 2.3-6 

□其他國家認可之材質；請上傳認可文件附件 2.3-7 

□保護鋼材 

（請上傳UL、 

CNS 或其他

國家之鋼製管

線證明文件

附件 2.3-8） 

保護鋼材型式： 

□包覆不導電物質 

□聚乙烯（PE）包覆；請上傳 CNS13638 認可文件附件 2.3-9 

□玻璃纖維包覆；請上傳 CNS8425 認可文件附件 2.3-10 

□其他國家認可之材質；請上傳認可文件附件 2.3-11 

□裝設陰極防蝕系統 

1.選用型式： 

□犧牲陽極 ( □鎂陽極棒 □鋅陽極棒 □其它         ) 

□加壓電流 

2.陰極防蝕措施之竣工圖 附件 2.3-12 

3.施工中相片 附件 2.3-13 

4.測電箱相片 附件 2.3-14 

5.防蝕測試機構資料 附件 2.3-15 

6.防蝕電位測試結果報告 附件 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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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加油機底部防止油品滲漏設施之型式、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 

加油機底部防止

油品滲漏設施 

1.防滲漏設施及材質： 

□於加油機下方另設置油盆設施 

油盆材質為：□鍍鋅鋼材 □玻璃纖維 □同等材質           

□直接以加油機下方構造物作為油盆使用 

油盆材質為：□加油機下方之土坑 □混凝土構造物  

□金屬構造物 □同等材質限 20 字   

2.防滲漏設施之竣工圖 附件 2.4-1 

3.防滲漏設施之施工及完工相片 附件 2.4-2 

4.防滲漏設施完工後首次液密性檢測結果 附件 2.4-3 

 

2.5  管線設置二次阻隔層之型式、觀察或監測方式、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及材質證

明文件 

管線設置 

二次阻隔層 

1.管線二次阻隔層型式： 

□外層阻隔物；請檢附內襯或塗料之設計文件附件 2.5-1 

□雙層管；請上傳美國 UL、我國 CNS 或其他國家之認可文件 

附件 2.5-2 

2.管線設置二次阻隔層之竣工圖 附件 2.5-3 

3.管線設置二次阻隔層之施工及完工相片 附件 2.5-4 

管線為明管者，本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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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地下儲槽系統密閉測試之測試機構資料及測試報告 

地下儲槽系統 

密閉測試 

1.測試機構資料 附件 2.6-1 

2.地下儲槽密閉測試之方法及標準： 

□原廠出廠測試之測試方法及標準 附件 2.6-2 

□環保署公告之地下儲槽/管線密閉測試檢測方法及標準附件2.6-3 

3.密閉測試施作相片： 

□儲槽密閉測試施作相片 附件 2.6-4 

□管線密閉測試施作相片 附件 2.6-5 

4.密閉測試報告： 

□儲槽安裝後密閉測試報告：附件 2.6-6 

□管線安裝後密閉測試報告：附件 2.6-7 

 

3.1  油槽自動液面計設施之設備形式、施工及完工相片及功能證明文件 

油槽自動液面計 

1.油槽自動液面計設備型錄、精準度之證明文件 附件 3.1-1 

2.油槽自動液面計之美國 UL 或其他認可文件 附件 3.1-2 

3.油槽自動液面計施工及完工相片 附件 3.1-3 

4.油槽自動液面計功能證明文件 附件 3.1-4 

5.油槽內各水位與各該水位貯存容積之對照表及其相關資料 

附件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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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下儲槽系統監測設備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及功能測試報告 

地
下
儲
槽
系
統
監
測
方
式 

□土壤氣體監測 

□儲槽區 

□管線區 

□加油泵島區 

1.土壤氣體監測井之竣工圖 附件 3.2-1 

2.土壤氣體監測井現場施工及完工相片(須涵蓋監測井標記與井蓋) 

附件 3.2-2 

3.土壤氣體監測井功能測試報告（需包含土壤氣體監測井深度、有無

積水浮油、透氣度錶壓等資料） 附件 3.2-3 

□測試結果正常 

□測試結果異常；說明限 50 字                          

4.土壤氣體監測井背景（初測）濃度檢驗數據 附件 3.2-4 

□測試結果正常 

□測試結果異常；說明限 50 字                          

5.土壤氣體監測井回填孔隙介質填具前、後及填具時之相片 

附件 3.2-5 

□地下水監測 

□儲槽區 

□管線區 

□加油泵島區 

1.地下水監測井之竣工圖 附件 3.2-6 

2.地下水監測井現場施工及完工相片(須涵蓋監測井標記與井蓋) 

附件 3.2-7 

3.地下水監測井回填孔隙介質填具前、後及填具時之相片附件 3.2-8 

4.「地下水水質監測井設置規範」規定之相關表單（地下水位紀錄表、

土壤取樣紀錄表、監測井構造紀錄表、現場監工要事紀錄表與完井

紀錄表）附件 3.2-9 

5.浮油厚度檢驗數據 附件 3.2-10 

□槽間監測 

□儲槽區 

□管線區 

□加油泵島區 

□外層阻隔物 

監測方法： 

□土壤氣體監測 同附件 3.2-1~3.2-5 

□其他監測設備限 20 字     ；請檢附外層阻隔物之槽間監測設備

安裝相片附件 3.2-11 

□雙層槽（管） 

1.自動偵測系統之 UL 或其他認可文件附件 3.2-12 

2.自動偵測系統安裝相片 附件 3.2-13 

3.自動偵測系統功能測試報告 附件 3.2-14 

□內層阻隔物 

1.自動偵測系統之 UL 或其他認可文件附件 3.2-15 

2.自動偵測系統安裝相片 附件 3.2-16 

3.自動偵測系統功能測試報告 附件 3.2-17 

□其它監測方式 

□儲槽區 

□管線區 

□加油泵島區 

1.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函影本 附件 3.2-18 

2.核准函內容說明應檢附之文件 附件 3.2-19 

3.其他監測方式施工及完工相片 附件 3.2-20 

4.其他監測方式功能測試報告 附件 3.2-21 

□免監測 管線竣工圖 同附件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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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設置計畫書/完工報告書變更內容對照表 

報告書變更內容對照表附件 4.1-1 

 

5.1  洩（滲）漏事件應變處理計畫 

洩（滲）漏事件應變處理計畫 附件 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