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系 統操作 說明  

一、工業區監測備查管理  

 

  



 

 

 



 

二、分級預警燈號系統  

(一 )、工業區燈號分級現況  

1. 在左側選 單點 選「 工業區燈號分級現況」，查詢方式有

「圖面查 詢」， 「關鍵字 查詢」 ，「條件 查詢」  

2. 點選「圖 面查 詢」  

3. 設定查詢 條件  

4. 按下顯示  

 



 

5.圖面查詢 的結 果範例  

 

6. 若要使用 關鍵 字查詢，先 點選「關鍵字查 詢」再入關鍵 字  

7. 按下「查 詢」 後出現查 詢結果 的列表  

 



 

8. 若要使用 條件 查詢，先點 選「 條件查詢」再入 設定查詢 條

件  

9. 按下「查 詢」 後出現查 詢結果 的列表  

 

 



 

(二 )、工業區燈號評量表  

1. 先選擇目 前燈號  

2. 填入評量 結果  

3. 按下「計 算總分 」  

4. 系統依據 輸入資 料計算出 總分及 調整後燈 號

 



 

三、工業區現況查詢  

(一 )、基本資料表  

1.在左側選 單點 選「基本 資料表 」  

2.設定查詢 條件 後點選「 查詢」  

3.點選「詳 細資 料」可查 詢工業 區的更多 資料  

 



 

4.有五類相 關資 料可查閱：工業 區基本資 料、環 境背景資 料 、

空水廢毒 運作維 護資料 、 監測資 源 、歷次 燈號變 換情形  

5.資料呈現 的區 域  

6.按下「回 列表 」可返回 查詢結 果的列表 頁  

7. 按下「地 圖」可在地圖 上看到 該工業區 的位置 及燈號顏 色  

8.按下「匯 出」 可將工業 區的資 料匯出 PDF 檔  

 



 

7-1. 工業區 的位 置及燈號 顏色  

7-2. 按下「 回基 本資料表 」可返 回詳細資 料的頁 面  

 



 

(二 )、污染處理大事紀  

1.在左側選 單點 選「 污染 處理大 事紀 」  

2.設定查詢 條件 後點選「 查詢」  

3.點選「詳 細資 料」可查 詢相關 資料  

 



 

4. 污染處理 大事 紀的詳細 內容  

5. 按 下 「 回 列 表 」 可 返 回 查 詢 結 果 的 列 表 頁 ， 按 下 「 匯 出 」

可將資料 匯出 PDF 檔  

 

 



 

四、土地使用履歷  

(一 )、工業區內事業單位資料登錄  

1. 在左側選 單點 選「 工業 區內事 業單位資 料登錄 」  

2. 設定查詢 條件  

3. 點選「查 詢」 鍵  

4. 在查詢結 果的 列表中選 取要處 理的單位 的「編 輯」或「檢

視」鍵

 



 

5. 編輯作業 完成 後點選「更 新」，若不更新，則 點選「返回

列表」； 若是檢 視登錄資 料，請 於檢視結 束後點 選「返回 列

表」  

 



 

（二）、工業區內事業單位資料查詢  

1. 在左側選 單點 選「 工業 區內事 業單位資 料 查詢 」  

2. 若要使用 座標 查詢，請 先輸入  X, Y 座標後，點 選「座標

查詢」鍵  

3. 若要使用 工業 區名稱查 詢，請先 設定好查 詢條件，再按「 名

稱查詢」 鍵  

 



 

4. 查詢後結 果顯 示於地圖 上，綠色區域為 工業區 範圍，各個

小標示圖 為事業 單位所在 地  

5. 點選標示 圖， 可查看其 相關資 訊  

 



 

6. 在出現的 資視 窗裡，點選事業 單位名稱，可查 看更多的 相

關資料  

7. 點選事業 單位 名稱之後 顯示的 相關資料  

 



 

五、污染潛勢評量  

(一 )、評量結果  

1. 在左側選 單點 選「 評量 結果 」  

2.選擇「關 鍵字 查詢」或 「條件 查詢」  

3.設定查詢 的關 鍵字或條 件，再 點選「查 詢」鍵  

4.查詢的結 果  

5. 按下「匯 出」 可將結果 匯出 Excel 檔  

 



 

(二 )、線上試算

 



 

六、報表統計與輸出  

(一 )、歷年燈號變換情形  

1. 在左側選 單點 選「 歷年 燈號變 換情形 」  

2. 設定查詢 條件  

3.點選「查 詢」 鍵  

4.查詢的結 果  

5. 按下「匯 出」 可將結果 匯出 Excel 檔  

 

 

(二 )、歷年污染潛勢評量結果  



 

1. 在左側選 單點 選「 歷年 污染潛 勢評量結 果 」  

2. 設定查詢 條件  

3.點選「查 詢」 鍵  

4.查詢的結 果  

5. 按下「匯 出」 可將結果 匯出 Excel 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