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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臺中市環境負荷及空品概況 

臺中市的空氣品質狀況依據空氣品質測站監測數據來分析，有逐年改

善之趨勢，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全市五項空氣污染物臭氧、懸浮微粒，二

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均為二級防制區亦即符合空氣品質標準。而有

關細懸浮微粒(PM2.5)部分，將於 106 年 1 月 1 日起，本市為三級防制區(全

國僅有台東縣為二級防制區，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若以六都及中部空品

區的 PM2.5年均值濃度來看，本市優於臺南市、高雄市、彰化縣及南投縣，

空氣品質相較以往有所改善，以下針對空氣污染物來源、人口負荷、工廠負

荷、機動車輛及油品使用等環境背景進行分析。 

一、臺中市環境負荷 

(一)空氣污染物來源 

本市粒狀污染物(總懸浮微粒（TSP）、懸浮微粒（PM10）、細懸浮微

粒（PM2.5）)、硫氧化物（SOX）及氮氧化物（NOX）排放量分布情形如

表 1。以下分別就本市各污染物主要排放源情形進行說明。 

1.粒狀污染物 

總懸浮微粒(TSP)主要來源為車輛行駛、建築/施工及電力業；懸

浮微粒(PM10)主要來源為建築/施工，其次為車輛行駛揚塵及電力業；

細懸浮微粒(PM2.5)年總排放量為 8,265 公噸，其中以電力業排放量

1,347 公噸最多占約 16.3%，其次為柴油車及營建施工。 

2.硫氧化物（SOx） 

硫氧化物年主要來源為鋼鐵業與電力業，約占本市硫氧化物總

排放量的 80.4%，其中以電力業占 73.2%為主。 

3.氮氧化物（NOx） 

氮氧化物以電力業占 41%為主，柴油車輛占 30.1%，汽油車輛則

約占 9.9%之排放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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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中市空氣污染物來源統計 

污染物 

種類 

粒狀污染物 

TSP PM10 PM2.5 

排放量 

(公噸) 

百分比 

（％） 

排放量 

(公噸) 

百分比

（％） 

排放量 

(公噸) 

百分比 

（％） 

固定源 6,052 17.0 4,596 27.7 2,910 35.2 

逸散源 25,936 72.9 9,464 57.0 3,311 40.1 

移動源 3,601 10.1 2,551 15.4 2,044 24.7 

總計 35,589 100.0 16,611 100.0 8,265 100.0 

污染物 

種類 

氣狀污染物 

SOX NOX 

排放量(公噸) 百分比（％） 排放量(公噸) 百分比（％） 

固定源 18,903 90.4 29,967 48.9 

逸散源 598 2.9 1,701 2.8 

移動源 1,420 6.8 29,614 48.3 

總計 20,921 100.0 61,282 100.0 

資料來源：臺中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104~109 年版） 

註：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TEDS8.1 推估 

 

(二)人口負荷 

臺中市總人口數統計至 104 年底已達 274 萬 4,445 人，占全國總

人口數 11.68％，位居全國第 3 大，人口數逐年增加，為各縣市中少見每

年成長之縣市，人口統計基本資料如表 2。 

表 2 100-104 年臺中市人口統計基本資料一覽表 

年度 
面積 

(平方公里) 

人口數 

(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100 

2,214.90 

2,664,394 1,202.94 

101 2,684,893 1,212.20 

102 2,701,661 1,219.77 

103 2,719,835 1,227.97 

104 2,744,445 1,239.08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內政統計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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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廠負荷 

依據臺中市政府主計處資料，臺中市工廠登記數逐年遞增，至 104

年共 1 萬 7,525 家，較 103 年增加 560 家；工廠密度 104 年為 7.91 家/

平方公里，較 103 年增加 0.25 家/平方公里，工廠登記數如表 3。 

表 3 100-104 年臺中市工廠家數及工廠密度統計資料 

年度 
工廠登記數(家) 工廠密度(家/平方公里) 

家數 較上年增減數 家數/km2 較上年增減數 

100 15,879 － 7.17 － 

101 16,237 +358 7.33 +0.16 

102 16,719 +482 7.55 +0.22 

103 16,965 +246 7.66 +0.11 

104 17,525 +560 7.91 +0.25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四)機動車輛 

臺中市機動車輛 104 年度登記總數約 269.3 萬餘輛，就成長趨勢而

言，除機車數及大貨車相較民國 100 年為減少外，其餘大客車、小客車

及小貨車近幾年來持續成長，機動車輛種類及數量統計資料如表 4。 

表 4 100-104 年臺中市機動車輛種類及數量統計資料 

年度 
大客車 

(輛) 

大貨車 

(輛) 

小客車 

(輛) 

小貨車 

(輛) 

特種車 

(輛) 

機車 

(輛) 

總計 

(輛) 

100 2,830 23,971 796,970 111,476 5,225 1,744,402 2,684,874 

101 3,014 23,582 819,550 113,215 7,134 1,759,900 2,726,395 

102 3,241 23,538 842,075 114,705 7,158 1,678,392 2,669,109 

103 3,547 22,169 866,282 116,048 7,167 1,647,752 2,662,965 

104 3,697 22,398 891,966 117,408 7,118 1,650,878 2,693,465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  

(五)油品使用 

104 年度臺中市加油站有 308 家，汽油發油量為 135 萬 9,796 公

秉，柴油為 59 萬 6,572 公秉，總發油量為 195 萬 6,368 公秉；就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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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而言，總發油量近幾年來持續成長，104年相較103年增加約2.1%，

有關汽、柴油發油量統計資料如表 5。 

表 5 100-104 年臺中市汽、柴油發油量統計資料 

年度 
加油站站數 

(站) 

汽油發油量 

(公秉) 

柴油發油量 

(公秉) 

總計發油量 

(公秉) 

100 326 1,326,606 541,875 1,868,481 

101 316 1,315,264 543,071 1,858,335 

102 310 1,318,633 566,607 1,885,240 

103 308 1,324,683 591,256 1,915,939 

104 308 1,359,796 596,572 1,956,368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綜上得知，因工廠增加、機動車輛數增加及用油量成長來看，加上臺中

市經濟發展及人口均呈現成長趨勢，相對的空氣污染源亦隨之增加，致使空

氣品質維護需更加多元化策略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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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年空氣品質濃度分析 

針對臺中市境內共 11 個空氣品質監測站(環保署 5 個、環保局 6 個)，

100 年至 104 年 PM2.5 及 PM10 濃度資料作分析(圖 1)。PM10 年均值除了大

甲、霧峰及烏日測站外，均符合空氣品質標準（65μg/m3），且各測站呈現逐

年下降的趨勢；PM2.5 濃度各測站均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15μg/m3），但各

測站均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顯示 PM2.5濃度有改善。 

另外，其他空氣污染物 SO2、NO2、CO 及 O3年平均監測濃度，臺中市

均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圖 1 臺中市環保署及環保局測站 PM2.5及 PM10濃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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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3 年及 104 年 PM2.5空氣品質比較 

（一）PM2.5月平均濃度 

就臺中市 PM2.5月平均濃度趨勢來看(如圖 2)，104 年的 PM2.5月

平均濃度值相較 103 年為下降趨勢，每年的 10 月至隔年的 4 月為臺

中市 PM2.5污染的時期。 

 

圖 2  103~104 年 PM2.5月平均濃度比較圖 

 

（二）PM2.5各空氣品質等級站日數比較 

由環保署與本市空氣品質測站(共計 11 站)，依據下列等級進行

統計，發現 104 年良好等級站日數明顯增加，在不良等級、非常不良

等級均有減少改善之情形(如表 6)。 

1.良好等級(綠旗，空氣質量指數 AQI≦50；PM2.5≤12μg/m3
)。 

2.普通等級(黃旗，空氣質量指數 51≦AQI≦144；12μg/m3<PM2.5≤53

μg/m3
)。 

3. 不良等級 (紅旗，空氣質量指數 145 ≦ AQI ≦ 158 ； 54μ

g/m3≤PM2.5≤70μg/m3
)。 

4.非常不良等級(紫旗，空氣質量指數 AQI≧159；PM2.5≥71μg/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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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03 及 104 年臺中市空氣品質等級統計 

 

 

四、縣市 PM2.5空氣品質比較分析 

100 年至 104 年六都及中部空品區自動測站 PM2.5 年均值(如圖 3)，六

都 PM2.5濃度變化呈現南向北遞減的趨勢；以中部空品區進行比較，臺中市

平均濃度最低，各縣市則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102 年至 104 年六都及中部

空品區 PM2.5 手動測站年均值(如圖 4)，六都以臺南市平均濃度最高、高雄

市次之，臺北市平均濃度最低；中部空品區以臺中市平均濃度最低，各縣市

均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 

依臺中市 PM2.5年均值來看，103 年、104 年及 105 年 1 至 8 月環保署

測站平均濃度分別為 26.98μg/m3、23.50μg/m3 及 22.01μg/m3，呈現遞減

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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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六都及中部空品區 PM2.5年均值(自動測站) 

 

 

圖 4  六都及中部空品區 PM2.5年均值(手動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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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管制措施 

本局目前針對臺中市污染減量推動相關管制策略，包含固定源、移動源、

逸散源及綜合性管制措施推動(圖 5)。固定源包含生煤自治條例及加嚴標準

制定、燃油鍋爐污染物加嚴及清潔燃料推廣與輔導；逸散源則針對空品淨化

區、餐飲業、民俗活動、露天燃燒、綠色工地執行管理與規劃；移動源則推

動綠色運輸、老舊車輛汰換(二行程機車、柴油車)、加裝濾煙器(柴油車、大

型營建機具)、推動公用自行車等，並採綜合性管制措施跨局處共同推動。 

 

 

圖 5 污染減量推動相關管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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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置臺中市空氣污染減量小組 

臺中市政府於 104 年 11 月 10 日公告「臺中市空氣污染減量工作小組

設置要點」，工作小組置委員十六人；其中置召集人一人，由市長兼任、置

副召集人一人，由本府副市長兼任、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環保局局長兼任，

其餘委員十三人，由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臺中市政

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臺

中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中市政府

新聞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及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指

派副局長擔任委員。機關代表職務異動時，應改派代表補足。本工作小組幕

僚作業由本府環境保護局派員兼辦。本工作小組得邀請專家學者及環保團

體代表擔任諮詢顧問委員，組織架構(詳圖 6)，共同為臺中市空氣品質改善

而努力。透過綜合管制加強跨局處空污減量小組成立並規劃空品惡化緊急

應變措施，各局處負責減量及工作內容(如圖 7)，透過市府單位全面努力與

推動，一同改善本市空氣品質。 

 

圖 6  臺中市空氣污染減量工作小組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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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已辦理 2 次跨局處「空氣污染減量工作小組會議」及其相關會

議，依據各局處就權管業務提供空污減量行動方案並規劃各局處 109 年的

減量目標，並於每次空氣污染減量工作小組會議進行檢討。 

 

 

圖 7 各局處配合減量數及推動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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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減量方案

環保局(844.8噸)

交通局(806.8噸)

建設局、地政局
(424.0噸)

衛生局、經發局、
觀旅局 (256.8噸)

農業局(629.2噸)

民政局

 空氣污染源稽查管制及減量小組推動業務。
 推動二行程機車汰換補助及禁行作業。
 訂定空氣污染源加嚴管制標準。

 輔導、獎勵業者將生煤、石油焦、重油等
燃料改為清潔燃料。

 推展大眾運輸系統。
 加速通勤型自行車道友善使用環境建置。
 空氣品質惡化期間推動執行交通管制。
 空氣品質惡化期間大眾運輸免費搭乘方案。
 推動市公車改為綠能或電動公車，優先汰

換本市5年以上公車。
 訂定大眾運輸或公共自行車補助措施。
 汽車、機車停車合理收費及人行空間檢討。
 推廣電動車輛，建置電動公車、汽車及二

輪車充電設施。

 權管之營建工地大型施工機具，全面加裝
濾煙器。

 權管之公有土地裸露地揚塵改善作業。
 辦理區段徵收、市地重劃之空氣污染防制

相關規劃。

 推動攤販自治條例。
 督導餐飲業裝置防制設備。
 督導觀光旅館裝置防制設備。

 辦理農業廢棄物妥善清理及禁止露天燃燒
輔導工作。

 辦理廟宇、神壇、殯葬設施等紙錢集中燃
燒及減量、以功（米）代金、燃放鞭炮減
量等污染改善輔導作業。

 推動宗教慶典活動環保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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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固定污染源管制 

臺中市境內重大工業區分布於西屯區(中部科學園區、臺中工業區)、豐

原區、后里區、神岡區、太平區、大里區、大甲區及梧棲區等，再加上電力

業及鋼鐵業重大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不容小覷，故本市積極推動生煤自治

條例、電力業加嚴標準、鋼鐵業加嚴標準、鍋爐二氧化硫加嚴標準及潔淨燃

料等管制措施，透過工廠之源頭燃料減量與末端防制設備維護與完善，降低

污染排放量。 

（一）訂定管制生煤自治條例 

燃料源頭控管是空污管制的趨勢，因此制定「臺中巿公私場所管

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從源頭管制生煤使用，新設之燃煤

鍋爐不再核發生煤使用許可證，既存污染源則予以改善緩衝期限，要

求公告指定對象(台中發電廠)自發布後 6 個月起，改用高品質低污染

生煤(混合調配生煤至符合每公斤熱值 6,000 千卡以上、含硫份 0.5%

以下及灰份 8%以下)，於 4 年內削減 40%之生煤用量，第一階段預

計減少生煤使用量 735 萬 7,331 公噸/年，其 PM2.5、SOx、NOx 及 CO2

排放量分別可減少 470 公噸、6,052 公噸、5,297 公噸及 921 萬 2,423

公噸。並要求轄內 20 家使用生煤之業者，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前要

完成室內堆置場，以減少揚塵發生。 

（二）公布電力設施/鋼鐵業加嚴標準 

電力設施加嚴標準配合排放標準期程，於 102 年 7 月 1 日台中

電廠已完成中一機至中八機之選擇性觸媒還原設備(SCR)觸媒更新

作業，每年可減少氮氧化物 3,000 公噸的排放。另督促該廠配合歲修

時程進行鍋爐低氮氧燃燒器改善工程，於 110 年 7 月 1 日前符合排

放標準規定，達成長程減量目標。 

另本市「鋼鐵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採分階段加嚴，辦理追蹤

及輔導作業，要求業者於排放標準施行日期前完成改善，使空氣污染

物排放符合排放限值規定，藉由此標準可有效強化鋼鐵業管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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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廣使用潔淨燃料 

由經發局及環保局合作，結合空污費經濟誘因及經發局 104 年

9 月發布之「臺中市政府推動企業加熱設備改用天然氣補助要點」輔

導資源，管制與獎勵措施並行，推廣鍋爐燃料改用電力或天然氣等乾

淨燃料，除降低空污費支出外，亦降低污染排放。同時，推廣鍋爐採

用熱回收系統，藉由效率提升進而降低燃料使用及污染排放。另能源

使用效率亦為影響燃料用量主因，因此持續輔導業者採用製程節能

措施，降低蒸汽及電力等公用製程需求，降低公用製程燃料用量，今

年截至 8 月底，已有 7 家業者將重油改為天然氣，其 PM2.5削減量為

2.749 公噸。 

 

三、 移動性污染源管制 

交通載具之運行與民眾息息相關，其污染量之排放亦為造成本市空氣

品質不良因素之一，影響著市民的健康。根據統計資料顯示，目前登記於臺

中市之車輛約有 270 萬輛，車輛密度為 1,205 輛/平方公里，主要為機車約

61%及小客車 33%。 

適度行政管制，減少私人運具使用，汰換高污染車輛，提升民眾使用大

眾運輸或公共自行車誘因，增加使用率，將能有效改善本市空氣品質，進而

提升市民之健康。移動源推動之管制策略包含：綠色運輸、二行程機車汰換、

老舊柴油車汰換及加裝濾煙器等，詳細說明如下。 

（一）推動綠色運輸-提供誘因鼓勵市民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交通局推行搭乘市公車前 10 公里刷卡免費政策，利用舉辦相關

活動及搭乘大眾運輸之優惠方案，加強宣導民眾減少使用私人運具、

改搭乘便利且價廉的市公車，另規劃完善之大眾運輸路網（捷運系

統、軌道捷運系統），以藉由現今推廣大眾運輸（市公車）之搭乘人

口，逐步培養成後續公車捷運系統及後續軌道捷運之使用人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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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綠色運輸之選擇。轄內各市公車業者純電動巴士與油電巴士車

隊運行減量成效，目前本市已有 6 家市公車業者(豐原、全航、苗栗、

台中、捷順及四方通運)計採用 39 輛純電動巴士及 4 輛油電巴士，於

本市 9 條公車路線行駛，於六都中排名第一，今年 1 月至 8 月，公

車載客量累計 7,711 萬 5,936 人，估算 PM2.5約減量 55.8 公噸及 NOx 

減量 198.3 公噸。 

（二）推廣電動機車/電動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油電混合車等低污染車輛 

辦理老舊二行程機車汰舊宣導活動，鼓勵民眾汰換二行程機車，

以經濟補貼民眾汰換老舊二行程機車換購低污染車輛，105 年淘汰二

行程機車補助原目標數為 1 萬 3,000 件，統計至 105 年 8 月已達 1 萬

7,500 件，未來仍持續收件辦理，推估 PM2.5減量效益可達 8.8 公噸/

年。 

（三）加強淘汰老舊車輛 

執行路邊攔檢加強老舊車輛攔檢並宣導民眾汰舊補助與保檢合

一觀念。另篩選 10 年以上老舊柴油車寄發通知到檢，並積極列管一、

二期老舊柴油車通知到檢，以增加淘汰老舊車輛數。 

（四）清潔車加裝濾煙器 

市府自編與向環保署申請執行預算，由環保局 3 期前之清潔車

輛優先加裝濾煙器示範運行，另推動臺中港區企業主動於老舊車輛

加裝濾煙器相關作業。累計 105 年 8 月已安裝 176 輛清潔車，PM2.5

減量效益達 0.86 公噸，安裝數為全國第一，105 年 7 月 25 日環保署

長特地在本市召開成果發表會(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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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環保署長與市長蒞臨柴油車加裝濾煙器成果記者會 

（五）推動公共自行車 

公共自行車被認為是可用來解決大眾運輸系統中的「最後一哩」

問題，並連結通勤者與大眾運輸網路的一種方式，以達到快速、便捷

之目標，增加交通建設可及性。交通局規劃「自行車 369 計畫」將在

106 年底前打造 300 站公共自行車租賃站、連結 600 公里自行車道，

超過 9,000 輛自行車，便捷臺中市民眾選擇替代燃油車輛的方式，今

年截至 8 月已累積 252 萬 7,600 人次使用公共自行車，估算 PM2.5約

減量 0.2 公噸、NOx 減量 3.4 公噸。 

 

四、 逸散性污染源管制 

依據排放源資料庫顯示，逸散性粒狀污染物重點之改善項目為車行揚

塵及營建工地。逸散污染源之污染特性屬於範圍大而管制不易，因此加強抑

制、防制設備及稽查為重點之一。針對逸散源管制可由空品淨化區及綠化基

地新增、餐飲業防制設備加強、民俗活動的環保化及減量、營建工地及綠色

工地改善與推動、洗掃街落實及農廢露燃輔導作業，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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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增空品淨化區及綠化基地 

函文各單位調查本市轄內閒置公有裸露地及轄內各工業區、精

密園區及科學園區等企業、工廠，告知申請苗木植樹綠化相關訊息，

彙整調查資料後，以面積大於 0.5 公頃以上的公有裸露地為優先處理

目標，並提供補助經費設置，環保局今年裸露地巡查改善及企業工廠

植樹領苗作業作業目標值為 23 公頃，今年截至 8 月共完成 35.32 公

頃裸露地改善作業，估算可削減 PM2.5 2.49 公噸。 

（二）推廣餐飲業者裝設或改善防制設備 

由衛生局輔導業者及觀旅局督導觀光飯店裝設餐飲防制設備；

環保局針對應改善對象名單，採用現場查核方式，掌握過往稽查後之

業者改善狀況，如發現仍未改善，且有污染之虞對象，提供過往改善

經驗予業者參考，且現場排定複查時間，持續追蹤，直至污染狀況確

實改善為止。 

民眾陳情案件透過大數據分析顯示，以餐飲業被陳情案件為多，

透過輔導作業，於 104 年輔導 95 家，複查改善 79 家，自行改善 16

家，改善率 100%；105 年 1~9 月輔導 72 家，複查改善 44 家，改善

率 61.11%，28 家尚在改善期限內，後續加強追蹤輔導，今年 PM2.5

減量 3.47 公噸。 

（三）民俗活動環保化及減量措施-紙錢集中清運 

由民政局辦理廟宇、神壇、殯葬設施等紙錢集中燃燒及減量、以

功（米）代金、燃放鞭炮減量等污染改善輔導作業，及推動宗教慶典

活動環保化工作，今年截至 8 月以功代金共計以香油錢 238 萬 6,900

元取代金紙燃燒，以米代金共計以 14 萬 5,480 包米取代金紙燃燒，

網路祭拜共計 305 人次響應，紙錢集中燃燒共計 2,027.04 公噸；臺

中市宗教場所推行一爐一香共計 787 家，每年減少 3,700 萬餘枝燃

香，PM2.5 可減量 7.2 公噸、NOx 減量 1.9 公噸；另環保局為推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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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善用各區清潔隊紙錢集中清運的服務，於一般節日及特定節日時，

透過清潔隊沿街播放紙錢集中燒的廣播語音，並製作相關宣導文宣

進行宣導，以降低空氣污染的情形，今年截至 8 月崇德館、東海館及

大甲館等殯葬設施金紙集中由環保局代為處理 1,021 公噸，PM2.5 減

量 2.5 公噸、NOx 減量 0.7 公噸。 

（四）營建工地分級分區管理 

落實營建工地管理辦法(勤查重罰)E 化管理，利用平板電腦 3G

即時傳輸，污染管制通報稽查最迅速，針對管理辦法查核未符合工

地，透過正式公文函送、座談會、勤查重罰及架設 CCTV 監控等方

式改善，屢勸不聽或情節重大依相關規定告發處分，統計至 105 年

度 8 月底共告發 27 件，計裁處 58 萬 6,000 元，其污染削減率達 60%

以上。 

本市朝源頭管理及後續輔導併同努力，由建管、都發單位於建築

法規修訂，環保局則加強輔導查核，鼓勵營建業者設置綠圍籬，今年

截 8月共調查 28處營建工地綠圍籬設置總面積為 5,383.3平方公尺；

另針對公共工程開發，地政局、建設局已於新增開發案中將「進場之

大型施工機具須加裝濾煙器」等強制規定納入契約相關條文及工地

注意事項內辦理，以提升營建工地空氣品質。 

（五）執行街道揚塵洗掃作業 

每月至少普查本市道路長度 400 公里，巡查重點為本市主要道

路如工業區、機場、港口、砂石場或營建工程附近等車流量較大之道

路，針對車輛及分隔島掉落土石、營建工地及公私場所造成路面塵土

污染等情形，加強執行洗掃作業，並強化街道揚塵之污染源調查及管

制作業，今年截至 8 月總計洗掃長度為 15 萬 5,529 公里，換算 PM2.5

減量為 94.41 公噸。。 

（六）輔導稻草或果樹妥善處理或使用益菌肥就地翻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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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局輔導稻草或果樹以回收製作堆肥、作物栽培覆蓋、現地堆

置自然腐爛、田間舖面、作為堆肥副資材、作為燃料、綠肥施作及其

他妥善處理方式等代替露天燃燒及裸露閒置，並整合各機關農田輔

導補助資源。而環保局執行露天燃燒查處作業，禁止農業廢棄物露天

燃燒。 

 

五、 環境監測 

（一）設置固定式空氣品質測站 

本市境內設有 16 座自動空氣品質監測站與 11 座人工測站，分

屬環保署、環保局及台灣電力公司並依據不同的功能而設置，其監測

項目主要為空氣污染指標污染物，如：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一氧化

碳、臭氧、懸浮微粒（PM10）、細懸浮微粒（PM2.5）、風速及風向等

資料。另於 105 年購置一座移動式空品監測車，不僅做為交通移動

源之監測外，亦可為陳情案件之監測。 

環保署所屬空氣品質監測站於本市境內共設有 5 座測站，分別

為豐原站、沙鹿站、大里站、忠明站及西屯站，另環保局為更能掌控

轄境內各地空氣品質狀況，並考量環保署及台電空氣品質監測站所

屬位置，依據其空間分布不足之地區；另設置 6 座環保局所屬空氣

品質監測站，包括文山站、大甲站、太平站、霧峰站、烏日站及后里

站，監測項目包括 SO2、NOX、O3、PM10及 CO 等，並於 102 年增設

PM2.5 監測項目；而台灣電力公司之監測站在中部地區共計 10 座測

站，於本市境內設置 5 座測站，分別為梧棲站、大肚站、東大站、清

水站及龍井站，主要監測項目包括 SO2、NOX、O3、PM10及 PM2.5等。 

人工監測站包括豐原站、霧峰站、梧棲站、文山國小、北新國中、

成功國小、西苑中學、信義國小、順天國中、中山國小（103 年增設）、

新社區公所（103 年增設）等共計 11 座測站，監測項目包括 TSP、

落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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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移動監測車 

103 年購置移動式空氣品質監測車，可監測異味及揮發性有機污

染物（VOCs）等多種成分，可配合工業區周邊陳情及環安事件洩漏

進行機動檢測；105 年 5 月啟用移動式交通空氣品質監測車，機動性

監測交通要道，可以使民眾瞭解交通要道的空氣品質狀況。首次監測

地點選擇在台灣大道與安和路口處，主要因為該處鄰近國道一號台

中交流道，交通流量龐大，可準確掌握汽機車等交通工具污染物的成

份及濃度，有利後續分析作業。 

臺中市目前有二部監測車，一部為異味及 VOCs 監測車，監測

項目有 59 種揮發性有機物；另一部為交通空氣品質監測車，監測項

目有苯化合物 BTEX（苯 Benzene、甲苯 Toluene、乙苯 Ethylbenzene、

二甲苯 Xylene）、懸浮微粒(PM10、PM2.5)、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

氫化合物、臭氧、氣膠成分(約 6 種氣體成份如 SO2、HCl、HNO3….

及 11 種水溶性陰陽離子 Na+、NH4
+、PO4

3-、SO4
2-…. )及重金屬(鉛、

鎘、砷、汞....等 22 種)。 

（三）設置簡易型空氣品質監測器 

透過企業捐贈方式，由研考會協調教育局、環保局，針對市內各

公立國小(232 校)先行設置簡易型空氣品質監測器(俗稱空氣盒子)，

並於 9 月完成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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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空品惡化應變作為 

一、資訊公開及市民自我防護 

由環保局掌握空品惡化資訊並於環保局空氣品質監測網頁、空氣品質

行動資訊 APP、市府 Line、空品旗幟及空品網站發布空品不良之訊息，告

知民眾應配合措施。 

(一) 建置網頁提供民眾查詢 

建置臺中市空氣品質即時資訊網，提供即時空氣品質監測資訊（含

空氣品質歷史資料及轄區各機關空品監測站資料查詢）。 

 

 

 

 

 

 

(二) 建立空氣品質行動資訊 APP 

建立空氣品質行動資訊

APP，利用手機搜尋「空氣品質

行動資訊」，即可下載隨時查詢

空氣品質監測資訊。 

 

 

 

http://taqm.epb.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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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動學校懸掛空品旗 

推動學校懸掛空品旗，目前由本府環保局與本府教育局建立 Line

群組，每日上午 8 時與下午 1 時定時發布空品訊息，並由本府教育局

轉知本市所轄各級學校；另於空品惡化時，由環保局再加發訊息予本府

教育局轉知各級學校，提醒做好各項防範措施(如圖 9)。 

 

 

 

圖 9  空品旗幟防護措施之空品訊息 

(四) 透過市府-一手掌握台中生活大小事 Line 群組發布 

在空污季期間，倘發生空氣品質不佳時，市府透過「一手掌握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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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大小事 Line 群組」發布相關訊息，提醒民眾外出注意防護，Line

群組會員多達 60 餘萬人，也包含了記者、鄰里長及市民等，在第一時

間內收到訊息(如圖 10)，可提高市民防護訊息傳遞速率。 

   

圖 10  市府 Line 通知空品不良之空品訊息 

 

 

二、 建立降載機制，減緩空品惡化 

依據國家排放量清冊 8.1 版(TEDS 8.1)，臺中市固定污染源中電力業的

PM2.5排放量最大，佔臺中市總排放量之 16.56%，故台中火力發電廠之 PM2.5

排放量勢必對臺中市空氣品質有很大的影響。 

再者中部地區常因大氣擴散條件不佳，為減緩空品不良的影響，臺中市

首次因應空污議題協調台電執行降載，自 104 年 11 月 8 日台中火力發電廠

配合實施首度降載後，已成功協調進行 10 次降載作業如表 7，故市府協調

台電公司及經濟部，建立常態性空品不良降載配合機制，於空品不良時快速

啟動降載機制，降低空品不良的衝擊。台中火力發電廠因應臺中市空品不良

降載作業原則如下： 

(一) 預警階段：環保署預報中部空品區連續 3 天空氣品質 PM2.5指標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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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紅色等級時(即 PM2.5 指標為 7 至 9；54μg/m3≤PM2.5≤70μg/m
3)，或

當日臺中市 16 站空氣品質站空氣品質測站有 6 站(含)以上 PM2.5指標

達紅色等級以上時，預警通知台電公司預備配合採取相關因應措施，

並進行發電量減載安全評估。 

(二) 啟動階段：臺中市 16 站空氣品質測當日有 6 站(含)以上達紫色等級

(即 PM2.5指標等級為 10；PM2.5≥71μg/m3，以下簡稱 PM2.5高污染事件

日)時，於評估供電安全無虞下，執行台中發電廠燃煤機組負載調整計

畫，並對外發布負載調整資訊及通知臺中市環保局。當日執行台中發

電廠燃煤機組負載調整計畫後，台電公司每 2 小時檢討 1 次，當臺中

市 16 站空氣品質測當日達紫色等級空氣品質測站數低於 6 站時，停

止執行台中發電廠燃煤機組負載調整計畫。 

表 7 台電歷次降載發電一覽表 

序

號 
台電配合降載時間 降載的發電量 

降載發電度數 

(度電，kw-hr) 

PM2.5 

削減量

(公噸) 

1 
104 年 11 月 8 日下午 4 時至 11 月 9 日

10 時 30 分執行降載，歷時 18.5 小時 
總計降載 100 萬千瓦。 18,500,000 0.561 

2 
105 年 2 月 22 日下午 7 時至下午 10

時實施降載，歷時 3 小時 
總計降載 75 萬千瓦。 2,250,000 0.068 

3 
105 年 3 月 3 日上午 11 時 50 至下午 5

時實施降載，歷時 5 小時 
總計降載 73 萬千瓦。 3,650,000 0.111 

4 
105 年 3 月 6 日上午 11 時 50 至下午 6

時實施降，歷時 6 小時 
總計降載 82 萬千瓦。 4,920,000 0.149 

5 
105年 3 月 31日上午 11時至下午 2時

實施降，歷時 3 小時 
總計降載 82 萬千瓦。 2,460,000 0.075 

6 
105 年 4 月 1 日中午 12 時 10 分至下

午 4 時實施降，歷時 3 小時 50 分 
總計降載 82 萬千瓦。 3,140,600 0.095 

7 
105 年 4 月 2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實施降，歷時 7 小時 
總計降載 91 萬千瓦。 6,370,000 0.193 

8 
105 年 4 月 3 日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實施降，歷時 2 小時 
總計降載 91 萬千瓦。 1,820,000 0.055 

9 
105 年 4 月 30 日上午 5 時 42 分至下

午 10 時實施降，歷時 16.3 小時 
總計降載 90 萬千瓦。 14,670,000 0.445 

10 
105 年 5 月 21 日中午 12 時至下午 9

時實施降，歷時 9 小時 
總計降載 35 萬千瓦。 3,150,000 0.095 

合計 60,930,600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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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局處之應變作為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4 條規定「因氣象變異或其他原因，致空氣品

質有嚴重惡化之虞時，各級主管機關及公私場所應即採取緊急防制措施；必

要時，各級主管機關得發布空氣品質惡化警告，並禁止或限制交通工具之使

用、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之排放及機關、學校之活動」。另「空氣品質嚴重

惡化緊急防制辦法」第 9 條規定「空氣品質惡化警告發布後，地方主管機關

應依空氣品質惡化警告等級，執行防制措施；警告區域內公私場所應執行其

防制計畫。」，因此，本市採用以 O3、PM10、PM2.5、CO、SO2、NO2六項副

指標納入評估，以最大副指標值計算 AQI 指標，並依據 AQI 指標啟動應變

臺中市空氣品質惡化緊急應變措施(草案)，各局處應變條件及作業內容如表

8 至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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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臺中市啟動空氣品質惡化預警應變措施權責分工 

單位 預警應變(空氣質量指數 145≦AQI≦158)措施 

環保局 1.通報各局處相關單位。 

2.查處工廠管道排放異常。 

3.營建工地及砂石場應執行揚塵逸散防制及周邊道路洗掃。 

4.查處農業廢棄物露天燃燒。 

5.各廟宇應進行減少燃燒紙錢宣導。 

6.一般洗掃街質與量。 

衛生局 空氣品質惡化期間，透過跑馬燈、市府及衛生局網頁、「健康

就是讚」臉書粉絲頁等，宣導民眾採取適當自我防護措施。 

民政局 各廟宇應進行減少燃燒紙錢宣導。 

農業局 通知各區公所、農會、露燃好發區里長轉知農民禁止燃燒稻草

及廢棄物，並請民政局協助透過里鄰長廣播系統加以宣導。 

交通局 1.宣導搭乘大眾運輸。 

2.管控號誌保持交通順暢。 

教育局 LED 跑馬燈預警及放置空品旗。 

消防局 掌握各類污染物之影響及救助單位狀況。 

新聞局 宣導一般污染源及民眾於空氣品質惡化時之配合事項 

社會局 1.提供指揮中心各托嬰中心及老人院分布狀況資料，以便掌握

惡化涵蓋院所。 

2.教職員生之教育訓練。 

警察局 協助維持、管制交通，疏導民眾、車輛及巡迴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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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臺中市啟動空氣品質惡化初級應變措施權責分工 

單位 初級應變(空氣質量指數 159≦AQI≦200)措施 

環保局 1.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PM10、SOx、NOx、VOC 排放量前 10

大之公私場所)，應削減其排放量。 

2.砂石場使用高空水線噴灑或全覆蓋防制措施。 

3.開挖及整地階段之營建工地加強執行灑水措施。 

4.環保局通知公務部門避免非必要外出，如需外出以搭乘大眾
交通工具為主(備註：警察車、消防車、救護車不在此限)。 

5.通知使用中經環保單位人員目測判煙有違反環保標準之虞之
交通工具接受檢驗。 

6.查處怠速不熄火。 

7.查處農業廢棄物露天燃燒。 

衛生局 空氣品質惡化期間，透過跑馬燈、市府及衛生局網頁、「健康

就是讚」臉書粉絲頁等，宣導民眾採取適當自我防護措施。 

民政局 各廟宇應進行減少燃放爆竹及減少燒紙錢宣導。 

農業局 通知各區公所、農會、露燃好發區里長轉知農民禁止燃燒稻草

及廢棄物，並請民政局協助透過里鄰長廣播系統加以宣導。 

交通局 1.宣導搭乘大眾運輸。 

2.管控號誌保持交通順暢。 

教育局 發布敏感及有呼吸疾病學童停止戶外活動。 

消防局 掌握各類污染物之影響及救助單位狀況。 

新聞局 1.發布新聞稿宣導，並提供媒體參採。 

2.透過新聞局網路、平面及廣播管道協助宣導。  

3.透過轄內各有線電視進行文字跑馬。 

社會局 1.提供指揮中心各托嬰中心及老人院分布狀況資料，以便掌握

惡化涵蓋院所。 

2.教職員生之教育訓練。 

警察局 協助維持、管制交通，疏導民眾、車輛及巡迴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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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臺中市啟動空氣品質惡化中級應變措施權責分工 

單位 中級應變(空氣質量指數 201≦AQI≦300)措施 

環保局 1.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PM10、SOx、NOx、VOC 排放量前 20
大之公私場所)，應削減其排放量。 

2.列管砂石場停止碎石作業並使用高空水線噴灑或全覆蓋防制措
施。 

3.開挖及整地階段之營建工地停止作業並加強執行灑水措施。 

4.查處農業廢棄物露天燃燒。 

5.通知公務部門減少不必要之外出，如需外出以搭乘大眾交通工
具為主(備註：警察車、消防車、救護車不在此限)。 

6.公務部門禁止使用無裝濾煙器1-3期柴油大貨車及柴油大客車。 

7.通知使用中經環保單位人員目測判煙有違反環保標準之虞交通
工具接受檢驗。 

8.查處怠速不熄火。 

9.營建工地及砂石場道路執行認養洗掃作業。 

衛生局 空氣品質惡化期間，透過跑馬燈、市府及衛生局網頁、「健康就
是讚」臉書粉絲頁等，宣導民眾採取適當自我防護措施。 

建設局 主辦機關通知及查報所屬公共工程營建工地禁止開挖與基礎工
程作業。 

地政局 主辦機關通知及查報所屬公共工程營建工地禁止開挖與基礎工
程作業。 

民政局 各廟宇及節慶活動，應進行減量燃放爆竹，減少焚香及燃燒紙錢
宣導。 

農業局 通知各區公所、農會、露燃好發區里長轉知農民禁止燃燒稻草及
廢棄物，並請民政局協助透過里鄰長廣播系統加以宣導。 

交通局 1.宣導搭乘大眾運輸。 

2.管控號誌保持交通順暢。 

教育局 發布敏感及有呼吸疾病學童停止戶外活動及國中以下學童停止
戶外活動。 

消防局 緊急惡化應變：爆竹煙火專案停止施放。 

新聞局 1.發布新聞稿宣導，並提供媒體參採。 

2.透過新聞局網路、平面及廣播管道協助宣導。  

3.透過轄內各有線電視進行文字跑馬。 

社會局 緊急惡化應變：通知各托嬰中心及老人院停止戶外活動。 

警察局 協助維持、管制交通，疏導民眾、車輛及巡迴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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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臺中市啟動空氣品質惡化緊急應變措施權責分工 

單位 緊急惡化應變(空氣質量指數 AQI≧301)措施 

環保局 1.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 PM10、SOx、NOx、VOC 排放量前 20
大之公私場所)，應削減其排放量。 

2.砂石場、營建工地全面停工。 

3.通知公務部門減少不必要之外出，如需外出以搭乘大眾交通工
具為主(備註：警察車、消防車、救護車不在此限)。 

4.查處農業廢棄物露天燃燒。 

5.公務部門禁止使用無裝濾煙器 1-3期柴油大貨車及柴油大客車。 

6.通知使用中經環保單位人員目測判煙有違反環保標準之虞之交
通工具接受檢驗。 

7.查處怠速不熄火。 

8.營建工地及砂石場道路執行認養洗掃作業。 

9.環保局執行查處，確認新設攤販集中區、觀光旅館及一定規模
(營業面積 300 平方公尺)以上之餐飲廠家未裝設餐飲防制設備
(如濕式洗滌塔、紫外光臭氧設備、靜電集塵器...等)於緊急惡化
應變期間不得營業。 

衛生局 空氣品質惡化期間，透過跑馬燈、市府及衛生局網頁、「健康就
是讚」臉書粉絲頁等，宣導民眾採取適當自我防護措施。 

建設局 主辦機關通知及查報所屬公共工程營建工地全面停工。 

地政局 主辦機關通知及查報所屬公共工程營建工地全面停工。 

民政局 停止燃放爆竹、煙火及燃燒紙錢。 

農業局 透過有線電視跑馬燈、政府機關電子看板告知農民禁止燃燒稻草
及廢棄物，並通知各區公所、農會、露燃好發區里長轉知農民禁
止燃燒稻草及廢棄物，並請民政局協助透過里鄰長加以宣導。 

交通局 1.宣導搭乘大眾運輸。 

2.管控號誌保持交通順暢。 

教育局 實施空污假。 

消防局 緊急惡化應變：爆竹煙火專案停止施放。 

新聞局 1.發布新聞稿宣導，並提供媒體參採。 

2.透過新聞局網路、平面及廣播管道協助宣導。  

3.透過轄內各有線電視進行文字跑馬。 

社會局 緊急惡化應變：通知各托嬰中心及老人院停止戶外活動。 

警察局 協助維持、管制交通，疏導民眾、車輛及巡迴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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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重點工作 

臺中市 100~104 年之 PM2.5年均值整體呈現降低的趨勢，為於 109 年達

到國家空氣品質標準 15μg/m3之目標，未來加強空污管制重點如下： 

一、 輔導改善露天燃燒：二期稻作收割後，輔導農民稻草切段及使用益

菌肥，以減少露天燃燒行為，並以空拍機及稽查作為來管制露天燃

燒稻草。 

二、 研訂重油鍋爐加嚴標準：研訂「臺中市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未來將持續推動臺中市燃油鍋爐加嚴標準法制行政程序。 

三、 加強補助鼓勵汰換二行程機車：持續辦理二行程機車汰舊補助，並

以經濟補貼民眾汰換老舊二行程機車換購電動機車、電動自行車、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油電混合車等低污染車輛。 

四、 公告「臺中市空氣品質惡化緊急應變措施」：強化本市於空品不良

時之污染管制措施，減少空品不良對市民之影響。 

五、 增設空氣品質監測站/車：編列預算將再增設 2 座固定式空品監測

站及 1 部移動式空品監測車，預定於 106 年 9 月底完成設置。 

六、 增設簡易型空氣品質監測器(空氣盒子)：未來將配合環保署規劃

106-109 年度全國布建 1 萬點空品感測點，明(106)年規劃有 1 千處

空品感測點的物聯網布建，環保局將於 105 年底提出計畫申請並

進行整合性規劃，俾利掌控臺中市空氣品質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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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綜合分析，臺中市的空氣品質狀況有逐年改善之趨勢，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全市五項空氣污染物臭氧、懸浮微粒、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

碳均為二級防制區亦即符合空氣品質標準，未來以維持二級防制區，降低空

氣污染物濃度作為目標。 

為因應本市細懸浮微粒(PM2.5)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改列為三級防制

區(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改善本市空氣品質現況，將利用臺中市空污減量

工作小組之跨局處合作平台，持續辦理各污染源輔導、稽查、管制及落實各

項積極作為，降低 PM2.5 的濃度，以利 109 年達到 PM2.5 空氣品質標準

(15μg/m3)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