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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更新完工）報告書撰寫 

依據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有關地下儲槽系統完工（更新完工）
報告書應記載防止污染設施與監測設備應檢附文件，及各章節撰

寫內容及注意事項等，彙整如后。事業申報完工（更新完工）報

告書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為之，有關完工（更新完工）報告書申報
事項及檢附文件，詳如本說明之附錄 2。 

 

附表 4  地下儲槽系統完工（更新完工）報告書應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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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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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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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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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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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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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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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地下儲槽系統密閉測試之測試機構資料及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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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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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設置計畫書/完工報告書變更內容對照表 

第五章  洩（滲）漏事件應變處理計畫 



2 

附表 5  地下儲槽系統完工（更新完工）報告書之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與監測設備應

檢附文件 

管理辦法條文 內容 應檢附文件 注意事項 

防 

止 

污 

染 

地 

下 

水 

體 

設 
施 

第 6條 

第 1項 

第 1款 

儲槽加注

口防止濺

溢設施 

1.儲槽加注口型式。 

2.防止濺溢設施之竣工圖、施工及完

工相片。 

(1) 需註明加注口、防止濺溢設

施的材質。 

(2) 防濺溢設施係防止卸油管自

儲槽加注口卸離時，卸油管

內餘油濺溢至環境之設施。 

(3) 防溢堤與底部應緊密接合，

防止濺溢設施材質應為與汽

油、柴油具相容性之不滲透

材料。 

第 6條 

第 1項 

第 2款 

儲槽防止

腐蝕或油

品滲漏之

材質或 

措施 

（三擇一） 

檢附儲槽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 

1.使用非腐蝕材料：檢附美國 UL、加

拿大 ULC、我國國家標準（ＣＮＳ）

或其他國家或國際標準等規範之認

可文件；及製造商安裝施工檢查合

格文件（應含ＣＮＳ １３０２６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地下儲槽檢驗法

規定之洩漏測試、及內部真空測試

合格文件)；及製造商提供 25年以上

耐蝕及結構強度保證文件。 

2.保護鋼材：檢附不導電物質之材質

認可文件，及陰極防蝕系統之竣工

圖、施工中相片、測電箱相片、防

蝕測試機構資料與防蝕電位測試結

果報告。 

3.使用二次阻隔層保護： 

(1) 若採用外層阻隔物者，應檢附竣

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及滲漏係

數檢測報告。 

(2) 若採用雙層槽者，應檢附認可文

件及相關原廠檢測報告（如夾層

真空檢測）等。 

(3) 若設置內層阻隔物者，應檢附符

合 UL 或 ULC/ORD-C58.4-05 規

範或其他國家或國際標準之認

可文件，以及相關之測試合格文

件。 

4.儲槽安裝後之密閉測試報告、施作

相片與密閉測試機構資料。 

(1) 非腐蝕材料型式認可： 

 玻璃纖維（ＵＬ１３１６、

ＵＬＣ Ｓ６１５） 

 其他國家或國際標準認可

之材質 

(2) 不導電物質型式認可： 

 聚乙烯（ＵＬＣ Ｓ６０

３。１） 

 玻璃纖維（ＵＬ１７４６ 

Ｐａｒｔ Ⅱ、Ⅲ） 

 聚氨脂（ＵＬ１７４６ Ｐ

ａｒｔⅠ、Ⅳ) 

 其他國家或國際標準認可

之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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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辦法條文 內容 應檢附文件 注意事項 

管線防止

腐蝕或油

品滲漏之

材質或措

施 

（三擇一） 

檢附管線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 

1.使用非腐蝕材料：檢附管線材質之

相關文件。 

2.保護鋼材：檢附不導電物質之材質

認可文件，及陰極防蝕系統之竣工

圖、施工中相片、測電箱相片、防

蝕測試機構資料與防蝕電位測試結

果報告。 

3.管線安裝後之密閉測試報告、施作

相片與密閉測試機構資料。 

(1) 非腐蝕材質型式認可： 

 非金屬管線（ＵＬ ９７１、

ＵＣＬ Ｓ６６０） 

 其他國家或國際標準認可

之材質 

(2) 不導電物質型式認可： 

 聚乙烯（ＣＮＳ １３６３８） 

 玻璃纖維（ＣＮＳ ８４２５） 

 其他國家或國際標準認可

之材質 

第 6條 

第 1項 

第 3款 

壓力式 

管線 

1.檢附管線自動監測設備之相關認可

文件，如美國 UL、我國國際標準

CNS 或其他國家或國際標準的認

可，及管線自動監測設備系統操作

測試報告。 

2. 檢附自動監測設備之相片。 

自動監測設備包括自動流量限

制、自動關閉設備或連續警報設

備。 

第 6條 

第 1項 

第 4款 

加油機底

部防止滲

漏設施 

1.檢附防止滲漏設施之型式、竣工

圖、施工及完工相片。 

2.檢附液密性檢測結果。 

請註明防滲漏設施之材質。 

第 6條 

第 1項 

第 5款 

管線二次

阻隔層 

1.檢附管線二次阻隔層之型式、竣工

圖、施工及完工相片。 

2.設置外層阻隔物者，應檢附滲漏係

數檢測報告；若採用雙層管者，應

檢附美國或其他國家之材質認可文

件。 

新設、更新之地下儲槽系統，其

管線或輸送系統應設置二次阻

隔層。 

監

測

設

備

及

監

測

方

式 

第 7條 

油槽自動

液面計設

施 

1.檢附設備型錄、精準度之證明文

件，以及美國 UL、我國國家標準

CNS 或其他國家或國際標準之證明

文件，施工及完工相片（含控制面

板與探棒）及功能測試報告或相關

證明文件。 

2.檢附地下儲槽內各液位與各該液位

貯存容積對照表及其相關資料。 

 

第 9條 
免監測 

規定 

1.吸取式管線者，請檢附管線設備之

相關認可文件，如美國 UL、我國國

際標準CNS或其他國家或國際標準

之認可、管線操作測試報告。 

2. 明管管線者，檢附管線設備之相片。 

吸取式管線應檢附符合下列情

形之證明文件： 

1.負壓消失時，管線內之物質能

回流至儲槽內 

2. 每段管線僅有一單向閥 

3. 單向閥低於吸取式幫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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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辦法條文 內容 應檢附文件 注意事項 

監

測

設

備

及

監

測

方

式 

第10條 密閉測試 

提供儲槽或管線安裝完成後之功能測

試之竣工圖、密閉測試施作相片、測

試完工報告與密閉測試機構基本資料

等。 

儲槽或管線安裝完成後之功能

檢測作業程序，請參照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標準作業程序或

檢測方式執行。 

第 11條 
土壤氣體

監測 

1.提供土壤氣體監測井之竣工圖、施工及

完工相片。 

2.土壤氣體監測井功能測試報告，需包

含監測井深度、積水深度、有效深

度、透氣度檢測值等資料。 

3.土壤氣體監測井初測油氣濃度檢測

值。 

4.回填孔隙介質填具前、後及填具時

之相片。 

5.監測井功能測試不正常或初測油氣

濃度檢測值異常，需提出說明。 

(1) 完工相片須涵蓋監測井標記

與井蓋。 

(2) 監測井功能測試及油氣濃度

檢測作業程序，請參照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標準作業程

序或檢測方式執行。 

第12條 
地下水 

監測 

1.提供地下水標準監測井之竣工圖、

施工及完工相片。 

2.檢附「地下水水質監測井設置規範」

之相關資料。 

3.地下水標準監測井水樣檢測報告。 

(1) 完工相片須涵蓋監測井標記

與井蓋。 

(2) 監測井設置相關資料包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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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完井

紀錄表。 

(3) 水樣檢測項目應包括苯、甲

苯、乙苯、二甲苯、柴油總

碳氫化合物及其他直轄市、縣

（市）環保主管機關指定之項

目。 

(4) 地下水監測作業程序，請參

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標準

作業程序或檢測方式執行。 

第13條 槽間監測 

1.設置外層阻隔物者：檢附滲漏油品

監測設備之竣工圖、施工、完工相

片及滲漏係數檢測報告。 

2.具雙層槽（管者：檢附自動監測設

備之認可文件及功能測試報告。 

3. 設置內層阻隔物者：檢附滲漏油品

監測設備之竣工圖、施工、完工相

片及功能測試報告。 

槽間監測之功能測試及檢測作

業程序，請參照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標準作業程序或檢測方

式執行。 

第14條 

其他監測

方式—地

下儲槽管

線整合管

理系統 

1.檢附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函影本。 

2.依核准內容所應檢附之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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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辦法條文 內容 應檢附文件 注意事項 

其

他 

第 4條 

報告書變

更內容對

照表 

完工報告書內容與經備查之設置計畫

書內容不符時，其變更應檢附變更內

容對照表，並敘明其變更理由。 

 

第18條 

洩（滲）漏

事件應變

處理計畫 

地下儲槽系統發生洩（滲）漏致污染

土壤或地下水體時，應提送防止污染

措施執行情形之紀錄送至直轄市、縣

（市）環保主管機關備查，其內容應包

括洩漏源調查、污染改善、設備修復、

關閉、或更新改建情形。 

 

備註：表中有關國外認可（或證明）文件如美國 UL、加拿大 ULC、我國國際標準 CNS 或其他國

家或國際標準等規範之認可文件，須將認可（或證明）文件併同中譯本檢附於完工（更新

完工）報告書中，送至直轄市、縣（市）環保主管機關進行審核。 

 

不符合

符合

新設或更新施工完畢

1.新設:提送完工報告書
2.更新:完工次日起30日內，
提送儲槽或管線更新完
工報告書

審查完工報告書、儲槽或管
線更新完工報告書

(新設者14日、更新者10日)

審查結果

核發完工報告書、儲槽或管線
更新完工報告書備查文件

新設者申請核發經營許可執照
或其他核准使用文件

•101.12.31前，以書
面方式提送
•102.1.1起，於環境
保護許可管理系統
(EMS)以網路傳輸方
式提送

完工報告書提送方式

審查申請案件及核發經營許可
執照或其他核准使用文件

至環保署「EMS-EUIC 」系
統核發管制編號

取得經營許可執照或其他核
准使用文件後，檢具表3及表
5申請核發管制編號

直轄市、縣市政府 地下儲槽系統事業 直轄市、縣市環保機關

 

圖 2  地下儲槽系統完工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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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儲槽系統完工（更新完工）報告書撰寫內容與注意事項，
說明如下： 

（一） 完工報告摘要 

1. 事業及環保設施施工機構基本資料，需注意基本資料是

否有填寫完整，並加蓋事業及環保設施施工機構之負責

人與機構印鑑。 

2. 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完工摘要表，需注意

資料是否有填寫完整。 

3. 地下儲槽系統之竣工圖。 

4. 完工之地下儲槽數目、容量及儲存油品種類之摘要說

明。 

（二） 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之完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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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應檢附儲槽加注口型式、防止濺溢設施之竣工圖、施

工及完工相片。完工相片需能表示防止濺溢設施之功

能，可防止卸油管自儲槽加注口卸離時，卸油管內餘

油濺溢至環境。 

（2） 設施需註明型式（地面上或地面下）與材質（如不銹

鋼、混凝土或其他與汽油、柴油具相容性之不滲透材

料）。 

（3） 相關證件、文件需加蓋廠商及申請設置單位與其負責

人之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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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應檢附儲槽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 

（2） 使用非腐蝕材料建造：應檢附美國 UL、加拿大 U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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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家標準 CNS 或其他國家或國際標準等規範之

認可文件等，及製造商安裝施工檢查合格文件（應含

CNS 13026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地下儲槽檢驗法規定

之洩漏測試，及內部真空測試合格文件），及製造商

提供 25年以上耐蝕及結構強度保證文件。 

（3） 保護鋼材：應檢附不導電物質之材質認可文件，及陰

極防蝕系統之竣工圖、施工中相片、測電箱相片、防

蝕測試機構資料與防蝕電位測試結果報告。安裝完成

後之陰極防蝕系統，其防蝕電位標準如下： 

A. 犧牲陽極式陰極保護之標準：利用飽和硫酸銅參考電

極量測到的防蝕電位必需小於-850 mV，對飽和氯化

銀參考電極（Ag/AgCl）需小於-780 mV，對高純度鋅

參考電極（99.99％）則需小於 250 mV。 

B. 外加電流式陰極保護之標準須符合下列二項之一： 

a. 對飽和硫酸銅參考電極而言，瞬間斷電的電位，即
極化電位，至少須為-850 mV；即在瞬間斷電的情況

下，結構物的對地電位必須小於-850 mV。 

b. 結構物施行陰極防蝕措施後將其斷電，量測斷電瞬
間的電位，其電位須比原自然電位更負 100 mV 以

上，即瞬間斷電電位與自然電位相減後的絕對值應

大於 100 mV。 

（4） 使用二次阻隔層保護 

A. 設置外層阻隔物：應檢附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

及滲漏係數檢測報告。 

B. 設置雙層槽：應檢附認可文件及相關原廠檢測報告
等。 

C. 設置內層阻隔物：應檢附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

及功能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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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關證件、文件需加蓋廠商及申請設置單位與其負責

人之印鑑。 

3. 管線型式、防蝕措施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

材質或監測設備證明文件、防蝕測試機構資料及測

試報告 

（1） 應檢附管線之型式、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 

（2） 使用非腐蝕材料建造，應檢附管線材質之認可文件。 

（3） 保護鋼材應檢附不導電物質之材質認可文件，及陰極

防蝕系統之竣工圖、施工中相片、測電箱相片、防蝕

測試機構資料與防蝕電位測試結果報告。 

（4） 使用二次阻隔層保護 

依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新設、更新地下儲槽系
統者，其管線應設置二次阻隔層，但管線為明管者不

適用。其設置方式如下： 

A. 設置外層阻隔物：應檢附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
及滲漏係數檢測報告。 

B. 設置雙層管：應檢附認可文件及相關原廠檢測報告

等。 

（5） 採用壓力式管線者，檢附管線自動監測設備之相關認

可文件（如美國 UL、我國國際標準 CNS 或其他國家

或國際標準的認可）、管線自動監測設備系統操作測

試報告及自動監測設備（自動流量限制、自動關閉設

備或連續警報設備）之相片。 

（6） 採用吸取式管線者，檢附設備功能測試報告。 

（7） 管線安裝後之密閉測試結果、施作相片。 

（8）  相關證件、文件需加蓋廠商及申請設置單位與其負責

人之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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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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應檢附防止油品滲漏設施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

片。 

（2） 需註明防止滲漏設施之材質。 

（3） 應檢附液密性檢測結果。 

（4） 相關證件、文件需加蓋廠商及申請設置單位與其負責

人之印鑑。 

5. 管線設置二次阻隔層之型式、觀察或監測方式、竣

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及證明文件 

（1） 採用外層阻隔物者，應檢附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

及檢附滲漏係數檢測報告；採用雙層管者，應檢附

美國 UL、我國國家標準 CNS 或其他國家或國際標

準之認可文件。 

（2） 應檢附管線之滲漏觀察或滲漏監測方式之規劃說明

書。 

（3） 相關證件、文件需加蓋廠商及申請設置單位與其負責

人之印鑑。 

6. 地下儲槽系統密閉測試之測試機構資料及測試報告 

（1） 依原製造廠所定之出廠測試方法及標準；或依環保署

「地下儲槽密閉測試檢測方法－氮氣加壓測漏法」與

「地下管線密閉測試檢測方法－氮氣加壓測漏法」，

地下儲槽之密閉測試應符合 1 小時壓力變化率低於

0.01 kg/cm
2．hr及自動壓力記錄器所繪製之圓盤圖須

密合，或應符合滲漏率低於 0.378 L/hr；管線之密閉

測試應在 1~1.5 倍操作壓力下進行，並應符合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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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變化率低於 0.1 kg/cm
2．hr及自動壓力記錄器所

繪製之圓盤圖須密合。 

（2） 應檢附密閉測試結果報告、施作相片與密閉測試機構

基本資料。 

（3） 相關證件、文件需加蓋廠商及申請設置單位與其負責

人之印鑑。 

（三） 監測設備之完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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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應檢附油槽自動液面計施工、完工相片及功能測試報

告或相關證明文件（含控制面板與探棒）。 

（2） 應檢附油槽自動液面計之型錄、精準度之證明文件，

以及美國 UL、我國國家標準 CNS 或其他國家或國際

標準之證明文件。 

（3） 地下儲槽內各液位與各該液位貯存容積對照表及其

相關資料。申請時需注意： 

A. 自動液面計顯示儲槽存量的來由，為在空槽時加入

一定體積單位之液體，並配合量測所對應之液位高
度，直至達到儲槽容量之安全上限，由上述作業所

繪製之貯存容積與液位高度對照表再鍵入自動液面

計的相關設定，如此在開始進行儲槽使用後，方可
透過自動液面計得知儲槽之存量狀況。 

B. 地下儲槽內各液位與各該液位貯存容積對照表應於

儲槽開始使用前完成繪製及記錄。 

（4） 相關證件、文件需加蓋廠商及申請設置單位與其負責

人之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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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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選用密閉測試，申請時需注意： 

A. 應檢附儲槽或管線安裝完成後之竣工圖、密閉測試
施作相片及測試完工報告，可同本說明之貳、二、

地下儲槽系統密閉測試結果與施作相片。 

B. 相關證件、文件需加蓋廠商及申請設置單位與其負
責人之印鑑。 

（2） 選用土壤氣體監測，申請時需注意： 

A. 應檢附土壤氣體監測井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片

（須涵蓋監測井標記與井蓋）。 

B. 土壤氣體監測井功能測試報告，需包含監測井深

度、積水深度、有效深度、透氣度檢測值等資料。 

C. 土壤氣體監測井背景（初測）油氣濃度檢測值。 

D. 回填孔隙介質填具前、後及填具時之相片。 

E. 監測井功能測試不正常或油氣濃度檢測值異常，需

提出說明。 

F. 相關證件、文件需加蓋廠商及申請設置單位與其負

責人之印鑑。 

（3） 選用地下水監測，申請時需注意： 

A. 應檢附地下水標準監測井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相
片（須涵蓋監測井標記與井蓋）。 

B. 應檢附「地下水水質監測井設置規範」規定之相關

表單，包括地下水位紀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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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地下水標準監測井回填孔隙介質填具前、後及填具
時之相片。 

D. 地下水標準監測井水樣檢測報告，檢測項目應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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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油厚度、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柴油總碳氫
化合物或直轄市、縣（市）環保主管機關指定之項

目。 

E. 相關證件、文件需加蓋廠商及申請設置單位與其負
責人之印鑑。 

（4） 選用槽間監測，申請時需注意： 

A. 設置外層阻隔物者，應檢附滲漏油品監測設備之竣

工圖、施工、完工相片及功能測試報告。 

B. 具雙層槽（管）者，提供相關設備之 UL 或其他認

可文件、安裝相片及自動監測設備之功能測試報告。 

C. 設置內層阻隔物者，應檢附滲漏油品監測設備之竣
工圖、施工、完工相片及功能測試報告。 

D. 相關證件、文件需加蓋廠商及申請設置單位與其負

責人之印鑑。 

（5） 選用其他監測方式（地下儲槽管線整合管理系統） 

A. 應檢附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函影本。 

B. 應檢附監測作業流程及品保品管。 

C. 應檢附監測標準。 

D. 應檢附監測範圍。 

E. 應檢附監測頻率。 

F. 應檢附紀錄格式。 

G. 應檢附相關證件、文件需加蓋廠商及申請設置單位

與其負責人之印鑑。 

（四） 設置計畫書/完工報告書變更內容對照表 

1. 完工報告書內容與經備查之設置計畫書內容不符時，其

變更應檢附變更內容對照表，並敘明其變更理由。 

2. 更新完工報告書內容與經備查之更新設置計畫書內容

不符時，其變更應檢附變更內容對照表，並敘明其變更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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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洩（滲）漏事件應變處理計畫 

1. 通報系統（含相關應變處理單位連絡電話與地址）。 

2. 地下儲槽系統平面配置圖。 

3. 廢（污）水與雨水管線配置圖。 

4. 應變處理程序，包括洩漏源調查、污染改善、設備修復、
關閉、或更新改建情形。 

5. 應變器材（如滅火器、吸油棉等）。 

6. 洩（滲）漏物質回收處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