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氣污染防制基金管理委員會」107 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00 分
二、 地點：本署（臺北市中華路一段 83 號）5 樓會議室
三、 主席：李主任委員應元

記錄：陳香君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詹副主任委員順貴

詹順貴

王委員敏玲

王敏玲

方委員淑慧

方淑慧

白委員曛綾

白曛綾

李委員崇德

李崇德

李委員慧梅

（請假）

吳委員義林

吳義林

周委員聖心

（請假）

林委員文印

林文印

林委員能暉

林能暉

洪委員培銘

洪培銘

紀委員凱獻

紀凱獻

張委員四立

（請假）

戴委員玉燕

戴玉燕

張委員舜清

李昭賢代

張委員能復

張能復

張委員靜文

張靜文

莊委員秉潔

莊秉潔

游委員振偉

游振偉

龍委員世俊

龍世俊

賴委員偉傑

賴偉傑

顏委員秀慧

顏秀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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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計畫處

蕭登科總經理
洪玉芬副總經理
余崇立副處長
劉宗勇處長

水質保護處

魏文宜專門委員

廢棄物管理處

黃崇富設計師

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邱國書簡任技正

環境監測及資訊處

彭成熹專門委員

環境督察總隊

請假

永續發展室

魏盟巽組長

環境檢驗所

曹國田簡任技正

環境訓練所

魏佩玉專員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會計室

陳曉真高級環境
技術師
黃文琦簡任視察

蔡執行秘書鴻德

蔡鴻德

謝副執行秘書炳輝

謝炳輝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徐淑芷
張乃仁
黎揚輝
蔡國聖
連杉利代
謝仁碩
楊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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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席致詞：（略）
六、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106 年度第 5 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七、 確認上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會議意見及會議結論辦理情形
確認通過。
八、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 一般報告－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狀況
（二） 專案報告－桃園機場導入電動行李拖車計畫
（三） 討 論 案－108年度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概算編列情形

九、 綜合討論及意見：
（一）委員意見：
王委員敏玲
1. 桃園機場（以下簡稱桃機）申請電動車補助案，屬於職
場空污範疇，考量承包地勤作業之廠商過去多年之營利，
應承擔相應之勞工作業環境改善成本。空污基金之把關
應審慎，且今日會議上多位委員發言主張本案非屬公共
利益，不同意補助，建議否決本案。
2. 提升污染量的掌握非常重要，資料第 30 頁，有關石油
煉製、石化業、儲槽清洗業等，105 年度新增建置跨平
台資料橫向勾稽機制，106 年擴大比對，增加污染源管
制對象的掌握，追繳新臺幣（下同）3,789 萬元，此項
努力值得肯定。建議環保署評估，是否能比照這樣的橫
向勾稽機制，積極掌握其他行業有待追查的污染量?
3. 去年年報高雄林園站濃度偏低許多，PM10 與 PM2.5 年均
值分別為 42.4 與 21.6（微克/立方公尺），比其鄰近的
大寮站、小港站都低非常多，大寮站為 60.2 與 25.9，據
初步了解去年林園有兩個月數據有問題未列入，而且是
空污嚴重的第一季，拉低了平均，果真如此將美化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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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的次數也讓民眾對年報的可信度質疑，建議修改年
報、加註補充，並對社會公開說明，尤其今年環保署將
審查各級空污防制區之劃定，也請留意監測數據之品質。
4. 未來剩餘可運用之空污基金非常有限，高雄與屏東多年
空品極差去年空品又惡化，請環保署善用空污基金於改
善重災區，並籲請各位委員為中南部提出良方。
5. 上次會議張靜文委員提出「不宜對候車民眾造成健康危
害」，本人非常認同，但回覆僅為交通部有提出公路公
共運輸相關計畫，我認為非常不足。在中南部 PM2.5 尚
無法達標的近幾年，建議相關部會應設法至少讓在路邊
的行人、搭公車或捷運的民眾及機車騎士或自行車騎士
減少空污暴露及危害，不要只是請民眾戴口罩。
張委員舜清（李專門委員昭賢代）
1. 桃園機場為國家門面，正努力朝綠色機場推進。機場雖
屬半開放性空間，但空氣污染逸散涉及公共利益，桃園
機場電動行李拖車計畫之救援管理遠景明確立場一致，
希望能給予這個具試辦性效益計畫經費協助。又因地勤
公司屬民間業者，以最低成本辦理營運服務，但為配合
政府全面電車化政策，需投入高達 4 倍成本，如果政府
能給予臨門一腳適當協助，提高業者提早汰換之意願，
使桃機公司空污問題能獲得即刻改善，請委員給予支持。
2. 改善候車空污議題，仍需走向救援管理，朝公車電動化
辦理，例如公車專用道及公車密集路線區列為優先目標，
且部分縣市已積極爭取電動公車計畫，但目前臺灣電動
大客車產業發展不夠純熟，也積極與經濟部溝通辦理，
交通部對於移動污染源改善不遺餘力，全力配合環保署
政策通盤檢討積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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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崇德
1. 機場柴油行李車改為電動車來申請空污費補助，若通過
補助，相關的補助申請（如:其他機場）是否援例辦理?
2. 三期柴油車加裝濾煙器目前侷限在示範垃圾車，以致加
裝比率不高(8％)，請積極評估適用性，若屬可行，建議
加緊步調積極進行 。
3. 民國 108 年以後空污費基金剩餘歸零，未來宜做深切的
評估以瞭解先前各項經費支出的效益及未來基金補助的
施力點。
林委員能暉
1. 桃機行李輸送區之空污情形的確嚴重，實有必要汰換成
電動車，又機場為國門，確有一定程度之公共利益。然
而，目前情形顯示交通部對機場相關單位之責任最大，
實必要儘可能出資。因之，目前之 25%申請補助，與目
前其他公共利益之案件補助比例比較下，應再降低。
2. 106 年度空污防制行動方案部分工作有所落後，尤其汰
換三期柴油車加裝濾煙器僅達 8%，推動電動蔬果運輸
車 51%，宜有精進作為。
龍委員世俊
1. 桃機地勤作業車輛之排放，並未納入目前空污排放之排
放清單中，空保處應立刻納入這部分車輛，並建置合理
之排放因子，以逐步補充缺漏的排放源。
2. 空污基金運用中，應包含檢視目前排放清單可能缺漏之
排放源及本土排放因子。
3. 在已有的排放清單上，也應有不同方法去查核清單上排
放因子的可信度及合理性，而不是例行地用同樣方法推
估，應有雙重查核的方法，這部分的正確性關係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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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減量成效的估算，應積極地更新以確保目前減量策
略確實達到減量目標。
吳委員義林
1. 桃機行李拖車電動化以空污基金補助，未符合空污基金
用途之公共利益目的。
2. 由於空污基金即將歸零，因而過去非空污法用途之補助
應檢討，例如撥入溫管基金與環教基金，補助焚化爐與
垃圾車等。
顏委員秀慧
1. 桃機導入電動行李拖車案

依桃機公司簡報，目前相關空污法規均未將相關車輛列
入管制範圍。宜檢討現行管制規範，儘速將相關車輛納
入污染源管理，以促使車輛所有人自主改善。
2. 108 年度概算案
(1) 簡報第 19 頁調借短期資金之用途為何?
(2) 簡報第 25 頁數據顯示，經 107 年及 108 年兩年之赤
字預算作法後，空污基金已幾無剩餘，宜改採保守
作法、量入為出，保留適當剩餘款以供應對非預期
性之突發狀況。
張委員能復
1. 目前空污防制策略總括有 14+N 措施，且成效之檢視僅
以 PM2.5 為指標污染物，不易看出空污其它污染物，例
如揮發性有機物(VOCs)、有害空氣污染物(HAPs)等，是
否已被有效管制，建議須再進一步分析 14+N 項目對各
別污染物硫氧化物(SOx)、氮氧化物(NOx)、粒狀污染物
(PM)、HAPs，VOCs，臭異味等）之分項成效或有效性。
2. 空污改善不應只是公共財的支出，購買儀器，稽查管制。
另外實質性的空污排放須要前端，中端，後端之控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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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技術，如排煙脫硫設備(FGD)、靜電集塵器(ESP)、袋
式集塵器(BH)、脫硝設備(DeNOx)、廠房集氣、揮發性
有機物及毒性空氣污染物(VOCs+Air Toxics)之吸附及焚
化處理，如蓄熱式熱氧化焚燒爐 (RTO)及蓄熱式催化劑
焚燒爐 (RCO)技術。臺灣目前相關技術、設計、操作及
人才十分缺乏。建議有效的空污政策亦應扶持相關產業
的健全。
3. 空污改善亦涉溫減法、室內空品法及噪音管制法。上述
三法可分別為功分進合擊，解決例如桃園機場之問題。
方委員淑慧
1. 桃園機場導入電動行李托車計畫:
(1) 桃機地勤作業環境改善係屬職業安全衛生問題，請
問是否已請勞動部介入了解?有何作為?希望儘速改
善。
(2) 桃園機場是我們國家的門面，桃勤公司為營利事業
單位年盈餘達 50 億元，與汰換電動車相較多出成本
2.76 億元，其比例並不高到無法負擔的程度。桃機
公司於答覆審查意見中，將營運作業產生的污染擴
散而影響周遭環境，辯解為是「公共利益」，實在
太離譜，污染管制的目的就是要責成業者負擔污染
防制費用，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外部環境成本內部化，
是業者該負擔的社會責任。
(3) 上次會議交通部代表已承諾將評估補助辦理，但回
覆說明僅提到交通部 107 年 1 月 30 日記者會，請問
有無爭取到任何補助?
(4) 桃機公司計畫向桃園市環保局空污基金提出的補助
項目內容為何?併請說明。
(5) 排放係數及排放量推估，請再確認（如:汽油車每公
斤油品排放 1 公斤多的一氧化碳(CO)，另 PM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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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尾氣外，還包括輪胎磨損、剎車磨損及道路面磨
損，所列地勤車排放係數似屬於重型車之排放? ）
(6) 建議環保署儘速將非道路行駛機具排放管制標準提
出。
2. 108 年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概算編列情形:
(1) 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去年執行成果達成率較差的
3 個項目—柴車裝濾煙器(8％)，電動蔬果運輸車(51
％)，一/二期柴車汰除(74％)，今年的目標更大，有
無增進達成率的良方?或修正執行目標數。
(2) 空污基金一年共支應各單位經費達 10 億元多（溫室
氣體 4.5 億元，環教 2 億元等），但從空污基金績
效成果報告（收支保管運用狀況報告）看不到各單
位執行內容，無法判斷是否符合基金運用規定，如
廢棄物處理不好會造成空氣污染，水污染也會變成
空氣污染，所以各單位要通力合作，其使用空污基
金的執行項目及成果亦應納入。
(3) 空污基金連續 2 年超支，共 90 多億元，將於 108 年
用完所有基金餘額，並將呈現赤字，擔憂的是經濟
誘因必須配合加嚴行政管制，才能有效改善空氣污
染情形。
白委員曛綾
1. 桃園機場補助購電動車一案之成本效益著實不佳，同樣
的補助金額用來補助其他的污染來源，可以獲致的效益
將遠高於此案至少數十乃至百倍。此案須請交通部自行
解決。
2. 編列空污基金之收支概算時，宜有更清楚之預期空品成
效，也就是每一筆投資，可獲致多少的空品效益?又該
預估效益是確實可達成之最嚴苛評估結果?抑或其可能
有不可預測之影響預測結果之因子?如果缺乏有效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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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評估的工具及結果呈現時，就不能超支太多。但如
果在評估成效時的 54％減少紅色警戒，及 108 年 PM2.5
達到 18ug/m3 之預期目標是經過最嚴苛的評估後確實可
達成，那麼就可支持同意連續兩年都超支 40~50 億元。
3. 針對地方執行成效，建議由環保署將之公開在署資訊網
上，讓全民可公開查詢比較。
張委員靜文
1. 桃機申請補助案不符合室內公共場所，室內空品法適用
概念，地勤公司柴油車輛亦屬非掛牌車輛，亦即非在公
共道路行駛致有影響公眾健康之虞，且屬空污法適用管
理對象，據此，建請不宜支用空污基金。
2. 有害污染物排放收費標準部分，宜檢視是否已逐步含括
各健康有害物質，並請就各污染物之控制成本及健康成
本，審視收費標準之合理性，以引導業者提昇控制成效
及落實社會責任，回應民意對健康的訴求，某種程度亦
可能挹注空污基金。
賴委員偉傑
1. 關於桃機電動車補助案，牽涉不只是個案，而是未來同
類型案例的「援例辦理」、現階段的職場現況嚴重（也
未有實際的偵測數據資料）政府部門處理模式、對整體
改善的規劃專業評估不足等問題，因此不支持補貼。
2. 近來關於中央與地方空污費的分配比例，以及污染源
跨行政區影響問題引起廣泛討論。因此建議環保署，
應善用空污基金與空污法的機制，推動要求各縣市，
需把該縣市各空污貢獻比例，包括境外（外國）、縣
市外、縣內的固定、移動污染源的貢獻資訊，以及空
污費投注改善的方案與分配，做更充分的揭露、風險
溝通及公眾參與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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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狀況報告」
中，p.30「提升污染量掌握」一節提到「成功增加污
染源管制對象掌握」。想請問除了「揮發性有機污染
物」之外，還有其他種類嗎？未來的「擴大範疇」規
劃與進程為何？
4. 同上，報告 p.63，4.4.8「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制度」
一節中，提到 106 年 7 月 10 日預告修正「固定污染
源空氣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及「公私場所
應設置連續自動監測施及與主管機關連線之固定污染
源」草案。至今已近 10 個月，請問現在進度為何？
可能的重大爭點為何？未來的修正進程為何？
5. 同上，因報告為長期政策脈絡梳理以及滾動式推動辦
理情形，所以建議未來報告形式，能否把與前一期報
告相比而言，新的「政策推動」與「資料更新」部分
予以適當形式的標註，以便追蹤與閱讀。
林委員文印
桃園機場導入電動行李拖車計畫，在減少空氣污染排放，
值得鼓勵。因此計畫涉及空污基金補助範疇與效益，建
議再考量現階段行李拖車電動化之外，是否有其他可行
的方案再併同衡量，例如濾煙器等，以利適切的決策參
考。
紀委員凱獻
1. 新版空污法中，固定污染源防制費收費費率修正草案中，
個別物種戴奧辛等有害污染物加徵費率似乎偏低，每一
克戴奧辛(dioxin)僅加收 3,600-36,000 元/g，其費用明顯
偏低，2005 年經濟部出版之 dioxin 防制手冊中指出去
除 1g 之 dioxin 其控制成本就高達 4 百萬元以上，其控
制成本與排放費率比率明顯不合理，建議有加嚴之必要。
2. 固定污染源所繳交之 40 億元空污費將近 60%回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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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但地方政府執行之成效究竟為何，建議環保署訂
立相關管制辦法。
3. 未來 PM 開始徵收空污費，污染源定檢及稽查數據之準
確性將有舉足輕重之影響，建議針對環檢所未來輔導檢
測單位，並考量建立聯合稽查並提升稽查數據之公信力。
莊委員秉潔
1. 建議應成立國家隊，對防制技術、監測及模式本土化。
2. 應大幅增加空污費徵收收入。
3. 對 HAPs 管制加強。
（二）本署回應說明
李主任委員應元
1. 在文獻研究中發現排放污染源比重電力業占 9.9％，柴
油車占 17.6％，其中柴油車因南北交通往來的流量大，
需加速處理。另依監資處手動檢測資料顯示，106 年度
細懸浮微粒濃度值除高雄以外大部分縣市已逐步下降，
且全國年平均值已由 105 年的 20.0μg/m3 降至 18.3μg/m3，
紅色警戒日也大幅減量，本署將持續努力以達成改善空
氣品質之目標。
2. 有關排放清冊，在本署修正空污法草案中不僅有交通工
具，還納入移動污染源，包括農業的器械、施工的機具、
一般工程機具、營建工程的機具，未來會將這些移動污
染源納入排放清冊中一併推估。
3. 本署對於地方空污改善管考，採以縣市績效競爭方式辦
理，考評項目有固定污染源管制改善、移動污染源管制
改善、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創新作為及基金運
用情形等，於每年 4 月底前完成前 1 年度考評及每年 6
月底前核定次 1 年空污費撥交比例。然請委員至各縣市
評鑑考核時，多督促空污治理成效及空污費運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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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於重金屬成分未來會納入法規有害空氣污染物規範中。
另本署已著手辦理彰化空氣污染物重金屬成分計畫，將
視計畫成果，於各縣市推動相關計畫。
5. 地方空污基金運用經費的查核，本署技術諮詢小組將於
各縣市所提出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進行查核，並到各縣
市瞭解空污基金的運用是否確實。
6. 空污費收費標準本署於下一階段會再進行檢討，逐步調
整，以避免造成產業經濟衝擊。
詹副主任委員順貴
1. 本署補助政策主要係以經濟誘因促使污染源加速汰換之
目的，與公共利益關係較小；且很難劃分補助對象，例
如:果菜市場電動蔬果運輸車及大型柴油貨車一、二期補
助對象很難細分是否全部為弱勢族群，果菜市場電動蔬
果運輸車也有中盤商申請補助。另外工業局中小型鍋爐
汰換補助計畫，本署為了加速空污改善以補助作為誘因，
也編列補助預算跟工業局一起分攤，其中鍋爐補助的使
用者也未必皆為弱勢族群。因此，本署空污治理方向是
為了加速空污改善，並迅速掌握污染源，快速汰換污染
設備。
2. 有關港務局岸電本署並未補助，主要係港務公司除高雄
港，其它港口岸電建置規劃期程尚未出來，因此本署未
辦理相關補助計畫。建請交通部督促港務公司儘速提出
岸電規劃期程，以從整體計畫中找出各項污染源，並透
過補助誘因改善各項污染源。
蔡執行秘書鴻德
1. 我國目前戴奧辛排放量收費標準是全世界最高，未來會
再逐步檢討加嚴調整收費費率。
2. 有關地方政府空污管制政策執行成果之掌握與督導，未
來中央將制定中央空氣污染實施方案(FIP)，包括地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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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本署將分配空污治理的目標給地方，以至達到全
國空污治理的目標，賦予地方更多的責任，例如空氣污
染防制計畫(SIP)審查 4 年 1 次，因此地方須於 4 年內完
成目標，責任將更明確。
3. 空污減量目標制定後，本署以模式模擬方式評估減量效
益，做為參考依據。
4. 為掌握全國排放量趨勢作為管制之參考，我國空氣污染
物排放清冊之更新制度為每 3 年進行 1 次基準年總檢討
計算，並在歷年間做局部更新。目前以 TEDS 9.0 版排
放量資料庫推估，作為研擬各項政策及模式模擬推估時
參考使用，預計今(107)年將完成 TEDS10.0 版，後續亦
逐年檢討修正。
5. 有關道路空氣污染對人體危害改善措施，本署將與交通
部研擬推動空氣品質維護區，從學校孩童接送區開始規
劃，與市區公車逐步電動化著手進行。
十、 臨時動議：無
十一、 結論：
(一) 考量桃園機場電動行李拖車補助計畫案爭議頗大，且多
數委員不同意補助，本案暫時保留不處理。
(二) 108 年度空污基金預算原則同意據此編列，並請採納委
員意見修正。
(三) 委員所提各項建議，請納入後續推動空氣污染防制工作
參據。
十二、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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