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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源依據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108 條第 3 項規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將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傳輸之水質水量資料，彙整成

可供民眾查閱之數據，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 

二、依法應設置及連線對象 

依據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規定，

有第 56 條規定重大違規情事及第 105 條指定對象，應設置廢（污）水水量、

水質自動監測設施，並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連線 

(一) 管理辦法第 56 條規定重大違規情事 

1. 經中央主管機關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主管機關）

查獲有繞流排放之情事。 

2. 違反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停

工（業）或於限期改善期間內自報停工（業），其申請復工（業）。 

3. 大量排放污染物，經主管機關認定嚴重影響附近水體水質。 

4. 排放之廢（污）水含本法公告有害健康物質，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危

害公眾健康之虞。 

5. 申請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日前 2 年內，同一地址、座落位置

或土地區段，曾有業者違反本法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停工

（業）、於限期改善期間內自報停工（業）、或查獲繞流排放。 

6. 廢（污）水（前）處理設施功能不足。 

(二) 管理辦法第 105 條指定之對象，包括 

1. 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且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量達每日

1,500 立方公尺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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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排放未接觸冷卻水或採海水排煙脫硫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之發電

廠。 

3. 發電廠以外之事業，且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量達每日 1,500 立方

公尺以上者。 

三、監測數據公開對象與日期 

(一) 103 年 7 月 15 日起可查詢監測數據對象 

1.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量達 10,000CMD 以上之工業區專用污水下

水道系統。 

2.經環評且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量達 2,000CMD 以上之工業區專用

污水下水道系統。 

(二) 104 年 1 月 1 日起可查詢監測數據對象 

1. 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量達 2,000CMD 以上之工業區專用污水下

水道系統。 

2. 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量達 15,000CMD 以上之發電廠以外之事業。 

3. 發電廠，且有排放未接觸冷卻水或採海水排煙脫硫空氣污染防制設

施者。 

(三) 106 年 1 月 1 日起可新增查詢監測數據對象 

1. 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量達 5,000CMD 以上、未達 15,000CMD 之

事業。 

2. 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量達 1,500CMD 以上、未達 2,000CMD 之工

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四) 106 年 7 月 1 日起可再新增查詢監測數據對象 

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量達 1,500CMD 以上、未達 5,000CMD 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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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8 年 1 月 1 日起可再新增查詢監測數據對象 

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量 5,000CMD 以上之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

廢（污）水至地面水體者。 

(六) 108 年 7 月 1 日起可再新增查詢監測數據對象 

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量 1,500CMD 以上之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

廢（污）水至地面水體者。 

四、監測項目 

(一) 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應設置自動監測(視)連線設施對象 
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1,500CMD 

 
水量監測位置 進流處、放流口 

 
水質監測位置 放流口 

 

水質監測項目 

1.水溫 
2.氫離子濃度指數 
3.導電度 
4.化學需氧量 
5.懸浮固體 
6.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水質項目 

 

攝錄影監視位置 

放流口 
 

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雨水放流口 
 

連線傳輸設施 
應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維持連
線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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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電廠以外之事業 

應設置自動監測(視)連線設施對象 
發電廠以外之事業 

 
≧5,000CMD 1,500～5,000CMD 

 
水量監測位置 放流口 

 
水質監測位置 放流口 

 

水質監測項目 

1.水溫 
2.氫離子濃度指
數 

3.導電度 
4.化學需氧量 
5.懸浮固體 
6.其他經主管機
關指定之水質
項目 

1.水溫 
2.氫離子濃度指數 
3.導電度  

攝錄影監視位置 放流口 不需設置  

 

連線傳輸設施 
應與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維持連線傳輸 

不需連線，但需設置
放流水水量、水質自
動顯示看板  

(三) 發電廠 

應設置自動監測(視)連線設施對
象 

發電廠採海水排煙脫
硫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發電廠且排放未接觸
冷卻水  

 
水量監測位置 放流口 放流口 

 
水質監測位置 放流口 放流口 

 

水質監測項目 氫離子濃度指數 水溫 
 

攝錄影監視位置 
海水排煙脫硫之廢
水放流口 

不需設置  

 

連線傳輸設施 
應與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維持連線
傳輸 

應與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維持連線
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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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大違規事業 

應設置自動監測(視)連線設施對
象 

重大違規業者註
  

 

水量監測位置 
作業範圍內所有用水來源、放流口及納入
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排放口 
  

水質監測位置 
各水措設施單元進流口/出流口/放流口/納
入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排放口  

水質監測項目 

1.水溫 
2.氫離子濃度指數 
3.導電度 
4.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水質項目 

 

攝錄影監視位置 1.各水措單元  

 
連線傳輸設施 

應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維持連線
傳輸  

註：重大違規業者，係為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56 條規定之對象。 

(五) 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至地面水體者   

應設置自動監測(視)連線設施
對象 

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5,000CMD 1,500～5,000CMD 

水量監測位置 放流口 

水質監測位置 放流口 

水質監測項目 
1.化學需氧量 
2.懸浮固體 
3.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水質項目 

攝錄影監視位置 放流口 

連線傳輸設施 應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維持連線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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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統功能說明 

(一) 進入平台說明 

1. 由「水污法相關資訊公開平台」點選「重大點源放流水自動連續監

測資料」類別欄位下之「即時監測值」、「歷史日趨勢」或「歷史

月趨勢」欄位，均可進入「重大點源放流水自動連續監測資訊公開

查詢系統」如圖 1 所示。 

 

 
圖 1、入口頁面 

2. 進入「重大點源放流水自動連續監測資訊公開查詢系統」頁

面，跳出提醒注意事項視窗，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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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跳出式視窗頁面 

 

3. 關閉跳出提醒注意事項視窗，進入「重大點源放流水自動連

續監測資訊公開查詢系統」頁面如圖 3 所示。 

 

圖 3、自動連續監測即時數據資訊公開查詢系統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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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連線名單與標準可點選「連線對象與規定」檢視。 

內容包括監測數據資訊公開連線監測對象與設置期程，連線對象

包含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發電廠以外之事業、發電廠、重

大違規事業等，監測項目，如圖 4 所示。  

 

圖 4、「連線對象與規定」之說明視窗頁面 

6. 如無法登入，或對 24 小時即時傳輸之水質水量資料有疑

義，請點選 ，可與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聯絡窗口聯繫。 

7. 點選頁面臺灣地圖之縣市別，如圖 5 所示，即進入該縣市之

重大點源放流水自動連續監測資訊公開查詢系統頁面，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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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點選欲查詢縣市頁面 

 

 

圖 6、各縣市資訊公開查詢系統入口主頁面 

註：若點選縣市後無法瀏覽，可能為網頁相容性設定問題。設定方式如下於 IE 網路瀏覽器「工具 」設定

「相容性檢視設定」之「新增此網站」欄位，按「新增」按「關閉」。之後再次點選即可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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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進入各縣市程序說明 

(1)請於空白欄位輸入驗證碼，進入該縣市查詢功能說明之主功能頁面，

如圖 7 所示。 

(2)該頁面共有「即時監測值」、「歷史日趨勢」、「歷史月趨

勢」及「監測數據異常」等 4 種查詢功能。 

 

圖 7、查詢功能說明主功能頁面 

六、各項查詢功能說明 

(一) 即時監測值 

1. 即時監測值可了解縣（市）連線對象之 24 小時即時排放水量、水質

狀況，點選頁面上方或中間之「即時監測值」按鍵，進入查詢頁面，

如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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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點選「即時監測值」按鍵位置頁面 

2. 進入後請先選擇欲查詢之連線對象，點選下拉式選單，如圖

9 所示，點選欲查詢之連線監測對象，如圖 10 所示。 

 

圖 9、選擇欲查看之監測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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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進入查詢對象顯示頁面 

3. 點選欲查詢之連線對象後，即顯示該連線對象及時監測時間之水量

及水質資料，並表列監測對象之基本資料欄位，頁面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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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連線對象即時監測值頁面 

(二) 歷史日趨勢查詢 

歷史日趨勢顯示之小時平均值，係為該小時內連線對象正常操作且連線

上傳數據之平均值，本功能供查詢連線對象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之歷史排

放日趨勢資料，依圖 12 之查詢功能頁面，點選頁面之「歷史日趨勢」按鍵

進入查詢頁面，如圖 13 所示。 

傳輸紀錄值之燈號
顯示目前監測狀態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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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歷史日趨勢」功能點選位置頁面 

 

圖 13、監測紀錄值日趨勢功能頁面 

1. 選取查詢對象  

點選頁面下拉式選單選取欲查詢之連線對象，如圖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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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監測紀錄值日趨勢之查詢對象選取頁面 

2. 監測項目選取  

點選監測位置及監測項目，監測位置每次查詢可單選其中一個監

測位置及對應之監測項目，含懸浮固體 (SS)、化學需氧量 (COD)、

氫離子濃度指數 (pH)、導電度 (E.C)、水量 (Flow)及水溫 (Temp)等點

選查詢，如圖 15 所示。  

  

圖 15、監測紀錄值監測點位及區間查詢頁面 

下拉式選

單選擇欲

查詢連線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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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監測日期選取 

點選檢視日期之下拉式選單，如圖 16 所示，或直接輸入

西元年/月/日，輸入完畢後，再點選查詢按鍵查詢。 

 

 

圖 16、監測紀錄值日趨勢之下拉式選單欄位 

4. 監測紀錄值日趨勢結果 

完成點選後，將依照選取之條件，顯示對應之監測紀錄值日趨勢

資料，如圖 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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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監測紀錄值日趨勢資料完成選取顯示頁面 

 

(三) 歷史月趨勢 

查詢連線對象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之歷史月趨勢排放資料，於頁面點選

「歷史月趨勢」按鍵，如圖 18 所示。 

點選輸出

列印功能 



20 

 

圖 18、「歷史月趨勢」功能點選位置頁面 

1. 對象選取 

進入查詢頁面中點選下拉式選單查詢欲檢視之連線對象，如圖 19

所示。  

2. 監測項目選取  

點選監測位置及監測項目，監測位置及對應監測項目，包含懸浮

固體 (SS)、化學需氧量 (COD)、氫離子濃度指數 (pH)、導電度 (E.C)、

水量 (Flow)及水溫 (Temp)等監測項目。 

3. 監測日期選取  

點選日期下拉式選單，再點選查詢按鍵進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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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監測記錄值月趨勢圖欄位頁面 

4. 監測紀錄值月趨勢結果 

完成點選後，將依照選取之條件，顯示對應之監測紀錄值月趨勢

資料，如圖 20 所示。 

 

圖 20、監測記錄質月趨勢資料完成選取之顯示頁面 

 

 

點選輸出

列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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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業者自行宣告歷史查詢 

本功能供查詢連線對象監測數據異常原因說明，當業者因廠端系統故

障、維修、預期性及非預期之資料無法上傳等，經業者自行於系統中宣告

後，於本項內容中可查詢業者異常原因，依據圖 21 之查詢功能說明主功能

頁面，點選頁面之「業者自行宣告歷史查詢」按鍵後如圖 22 所示。 

 

圖 21、監測記錄質月趨勢資料完成選取之顯示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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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監測記錄值月趨勢資料完成選取之顯示頁面 

輸入管編查詢 

點選頁次查詢

業者宣告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