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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

單位

編製

單項
名稱 編製單位

1 1131-01-01-2 南投縣環境影響評估案件統計 會計室 會計室 綜計科 年報
南投縣環境影響評估案件統

計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2 1131-01-05-2
南投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個案監督及

處分情形
會計室 會計室 綜計科 月報

南投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個

案監督及處分情形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3 1132-01-01-2
南投縣空氣品質監測站設置概況與測

定項目
會計室 會計室 空保科 年報

南投縣空氣品質監測站設置

概況與測定項目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4 1132-03-01-2
南投縣空氣中總懸浮微粒及落塵量檢

驗結果
會計室 會計室 空保科 月報

南投縣空氣中總懸浮微粒及

落塵量檢驗結果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5 1133-02-01-2
南投縣一般地區環境音量監測不合格

情形
會計室 會計室 空保科 季報

南投縣一般地區環境音量監

測不合格情形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6 1133-03-01-2 南投縣道路交通音量監測不合格情形 會計室 會計室 空保科 季報
南投縣道路交通音量監測不

合格情形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7 1134-10-01-2 南投縣事業廢水污染源管理情形 會計室 會計室 水保科 年報
南投縣事業廢水污染源管理

情形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8 1134-12-01-2
南投縣污水下水道系統污染源管理情

形
會計室 會計室 水保科 年報

南投縣污水下水道系統污染

源管理情形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9 1135-01-02-2
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資源回收成果

統計
會計室 會計室 廢管科 月報

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資源

回收成果統計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10 1135-01-03-2  南投縣一般垃圾及廚餘清理狀況 會計室 會計室 廢管科 月報
 南投縣一般垃圾及廚餘清

理狀況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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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35-01-04-2 南投縣廢機動車輛認定及移置統計 會計室 會計室 廢管科 月報
南投縣廢機動車輛認定及移

置統計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12 1135-01-05-2
南投縣垃圾處理場(廠)及垃圾回收清

除車輛統計
會計室 會計室 廢管科 半年報

南投縣垃圾處理場(廠)及垃

圾回收清除車輛統計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13 1135-05-01-2
南投縣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

可核備統計
會計室 會計室 廢管科 年報

南投縣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許可核備統計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14 1136-01-01-2
南投縣公共場所一般環境衛生管理工

作成果
會計室 會計室 綜計科 半年報

南投縣公共場所一般環境衛

生管理工作成果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15 1136-03-01-2 南投縣環境用藥管理成果統計 會計室 會計室 綜計科 年報
南投縣環境用藥管理成果統

計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16 1136-04-01-2
南投縣列管毒性化學物質查核取締結

果
會計室 會計室 綜計科 季報

南投縣列管毒性化學物質查

核取締結果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110年7月20日環署

統字第1101101350號

書函辦理

17 1136-04-03-2
南投縣列管關注化學物質查核取締結

果
會計室 會計室 綜計科 季報

南投縣列管關注化學物質查

核取締結果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110年7月20日環署

統字第1101101350號

書函辦理

18 1136-06-01-2 南投縣飲用水水質抽驗檢驗結果 會計室 會計室 水保科 月報
南投縣飲用水水質抽驗檢驗

結果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19 1137-01-01-2 南投縣公害污染陳情案件受理統計 會計室 會計室 稽查科 月報
南投縣公害陳情案件受理統

計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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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137-03-02-2
南投縣環保局污染源稽查(查核)處分

概況
會計室 會計室 稽查科 月報

南投縣環保局污染源稽查

(查核)處分概況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21 1137-03-04-2 南投縣空氣污染稽查處分概況 會計室 會計室 空保科 年報
南投縣空氣污染稽查處分概

況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22 1137-03-05-2 南投縣噪音稽查處分概況 會計室 會計室 空保科 年報 南投縣噪音稽查處分概況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23 1137-03-06-2
南投縣辦理涉及不法利得案件裁處情

形
會計室 會計室 廢管科 年報

南投縣辦理涉及不法利得案

件裁處情形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24 1139-04-01-2 南投縣環境檢驗樣品分類統計 會計室 會計室 水保科 月報
南投縣環境檢驗樣品分類統

計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25 1139-07-01-2 南投縣環保人員概況 會計室 會計室 綜計科 半年報 南投縣環保人員概況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26 1139-08-01-2 南投縣環境保護預算概況 會計室 會計室 會計室 年報 南投縣環境保護預算概況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110.01.29環署統

字第1101015684號函

辦理

27 1139-08-02-2 南投縣環境保護決算概況 會計室 會計室 會計室 年報 南投縣環境保護決算概況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110.01.29環署統

字第1101015684號函

辦理

28 1139-08-03-2
南投縣徵收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

統計
會計室 會計室 空保科 年報

南投縣徵收營建工程空氣污

染防制費統計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