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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民國106年5月

我國細懸浮微粒(PM2.5)監測
)因影響民眾健康，為近年社會關注議題。環保署除更積極改善空氣污染，訂定國
細懸浮微粒(PM
家空氣污染改善目標外，並致力於推動空氣品質感測物聯網，強化空氣品質監測，全面提升空氣
2.5

品質監測量能，供空氣汙染管制措施之決策參考，使民眾健康更有保障。
空氣品質監測資料為推動空氣品質保護及防制空氣污
染工作之重要依據。欲有效掌握空氣品質，有賴長期
運轉維護監測系統，以獲得可靠之監測數據。正確監
測數據之取得，則需周延之支援作業，方能達成目
標。

微型空氣品質感測器；建置智慧城鄉感測物聯網示範
計畫，針對特定污染發生源進行小尺度監測，讓民眾
參與污染監測，減少污染，保護民眾健康。

為提供精確可靠之即時監測數據，環保署於提升空氣
品質監測量能上，將朝兩大方向努力：

環保署將以4年為期（106至109年）推動精進空氣
品質感測器、建置感測器測試驗證平臺及制度、廣布
空氣品質感測點、整合監測站與感測點系統、建置智
慧環境感測數據中心、開發共通性應用服務及整合
平臺、健全新世代環境執法、智慧化作業體系等工
作。

推動空氣品質感測物聯網

環保署預期達成下列目標：

環境品質感測物聯網屬新興業務。為發展我國環境感
測及物聯網應用，環保署已向行政院提案爭取核定
「環境品質感測物聯網」計畫，包括建構全國空氣品
質感測物聯網。物聯網計畫將整合全國空氣品質監測
資源，包括污染源煙道排放及工業區空氣品質監測；
落實資料開放全民監督；應用物聯網(IoT)科技，發展

1. 政府環境治理資訊精準化：以滿足在地且準確資訊
需求。

提升空氣品質監測量能

2. 預報精緻化：將預報區域提升至鄉鎮尺度、精確掌
握異常污染天氣，以有效應變落實減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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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治理精進化：由污染熱區時點追溯污染源以精進
環境執法，最終由「萬物聯網」達到「環境優化」成
果。
「環境品質感測物聯網」計畫自106年起全面開展。
106年以建置基礎設施及作業制度為主要工作內容，包
括優先於中臺灣布建空氣品質感測點500點、推動相關
技術開發、運作測試、資料分析等工作。

中華民國106年5月

強化空氣品質監測
環保署為強化空氣品質測成效，致力維持全國76個空
氣品質監測站正常運轉，及執行全國31站P M 2.5 手動
監測工作。監測數據經品管品保作業，資料可用率達
96%以上。各項空氣品質監測數據除即時發布於環保
署網站，每日並2次預報未來3日空氣品質指標。每年

空氣品質指標(AQI)與活動建議

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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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
2.學生應立
即停止戶
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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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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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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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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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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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至隔年5月境外污染物（中國大陸沙塵、霾）嚴重
時，另有預警機制，適時提醒民眾注意防範。

發布空氣品質指標 保障民眾健康
為協助民眾了解當日空氣品質及其對健康之影響，以
及如何採取適當之因應措施，以降低對健康之衝擊，
環保署發布空氣品質指標(AQI)。空氣品質指標依據監
測資料將當日空氣中O3、PM2.5、PM10、 CO、SO2及
NO2濃度等數值，以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程度，分別換
算出不同污染物之副指標值，再以當日各副指標之最
大值為該測站當日之空氣品質指標值。

空氣品質指標分為6級：良好、普通、對敏感族群不健
康、對所有族群不健康、非常不健康及危急。相關即
時空氣品質監測資訊及空氣品質指標值均公布於環保
署空氣品質監測網頁。

未來目標
基於空氣品質管制應以民眾健康為出發點，環保署將
以更積極的態度改善空氣污染。環保署已訂定國家空
氣污染改善目標；使全國PM2.5紅色警戒日數於2年內減
少20％、4年內減半，以有效降低民眾暴露於PM 2.5危
害等級之機會。

環境監測

精進環境監測 環保署與氣象局簽署合作協議
保署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於106年5月4日簽署「環境品質監測及預報作業技術合作協議」。未來
可結合氣象局技術資源，提升空氣品質模式3倍運算時效，增加預報時空解析度及準確度。氣象
局將協助環保署發展衛星資料對環境監測應用，強化氣膠反演、沙塵及生質燃燒分析，即時追蹤東亞
霾害或大陸沙塵等跨境傳輸事件，並可運用衛星遙測提供火點資料，監控異常高溫燃燒事件。

環

環保署表示，氣象條件是影響空氣品質的關鍵因素。
該署運用中央氣象局天氣資料整合暨即時預報系統
(Weather Integration and Nowcasting System,
W I N S)，獲得即時地面觀測資料、地面及高空天氣
圖、高時空解析衛星雲圖、雷達回波圖等天氣資訊，
分析局部環流及綜觀尺度氣象條件。為強化空氣品質
預報資訊精緻度，環保署與氣象局簽署合作協議，運
用氣象局超級電腦運算資源進行空氣品質模式分析，
並結合高解析度區域模式分析預報場資料，大幅提升
預報資訊的時空解析度，可因應秋冬季節空氣品質不
佳期間之緊急應變需求。
另外，環保署已結合氣象局發展衛星遙測資料，引進
新式演算法與影像處理技術。環保署可利用日本向日

葵8號（Himawari-8)地球同步衛星每10分鐘高時間解
析度與多頻譜影像的資料特性，彌補現有繞極軌道衛
星每日僅有2次觀測的不足，增加開發火點、氣膠光
學厚度、東亞霾害與沙塵色調強化等衛星反演產品，
強化東亞污染跨境長程傳輸追蹤及後續環境監測應
用。
雙方簽署合作協議後，將充分發揮機關間資訊交流的
加乘效果，共享政府資源。環保署表示，雙方合作協
議除促進空氣品質動力預報模式之作業效能、強化衛
星遙測技術對環境監測應用外，並可依作業需求進行
海象、氣象監測與預報資料交換，使雙方觀測資料能
發揮最大互補效用，以促進環境測報資訊之應用。

環保署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簽署「環境品
質監測及預報作業技術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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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與氣象局之Apps將同步揭露空氣品質監測與氣象預報資訊

水質

預告修正海洋放流管線放流水標準

環保署於106年4月27日預告修正「海洋放流管線放流水標準」，強化採取海洋放流管線排放廢
（污）水至海洋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操作穩定性及效能，以提升海域環境品質 。
環保署指出，部分公共下水道所收集處理之生活污
水，因同時有收集截流設施排入之廢（污）水，以及

建築物之化糞池未敲除等因素，導致污水處理廠進流
原污水之懸浮固體、生化需氧量和化學需氧量等水質

海洋放流管線放流水標準加嚴管制項目及限值

適用區域

管制項目

限值(mg/L)

說明

甲類海域

生化需氧量
化學需氧量
懸浮固體
生化需氧量
化學需氧量
懸浮固體

100
200
100
80
160
80

既設業者加嚴標準前之適用限值。

生化需氧量
化學需氧量
懸浮固體
生化需氧量
化學需氧量
懸浮固體

150
300
150
100
200
100

乙類海域

修正後加嚴標準
1. 新設立業者自發布日施行。
2. 既設業者自107年3月1日施行。若涉及工程等
改善措施者，於106年12月31日前提出放流水污
染物削減管理計畫，經直轄市、縣（市）able主
管機關核定並依計畫內容執行者，自中華民國
109年3月1日施行。
既設業者加嚴標準前之適用限值。

修正後加嚴標準：
1. 新設立業者自發布日施行。
2. 既設業者自107年3月1日施行。若涉及程等
改善措施者，於中華民國106年12月31日前提
出放流水污染物削減管理計畫，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並依計畫內容執行者，自
109年3月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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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低於原先設計值甚多。

為促使事業善盡妥善處理責任，研擬「海洋放流管線
放流水標準」修正草案，加嚴懸浮固體、生化需氧量
和化學需氧量管制限值。新設立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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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自發布日施行，既設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自
107年3月1日施行。既設對象若需進行工程改善以符合
加嚴後之管制限值者，提出放流水污染物削減管理計
畫，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並依計畫內容
執行，可延至109年3月1日施行。

水質

環保署將補助大型畜牧場進行小型畜牧場之資源利用
保署為讓小型畜牧場畜牧糞尿能資源化利用，以削減排放至河川之污染及清淨空氣品質，對於大

環型畜牧業擴大設置厭氧發酵及沼氣發電設備，用以收集處理牛或豬飼養頭數少於2,000之小型畜
牧場之畜牧糞尿，且資源利用率75%以上者，將於107年提供補助推動該項措施。

環保署表示，全國飼養豬或牛之頭數少於2,000之小型
畜牧場占所有牧場之93.8%，但無足夠誘因使業者自
行設置厭氧發酵及沼氣發電設備，故提出補助計畫，
該計畫將於近日生效。補助計畫對於大型畜牧業擴大
設置厭氧發酵及沼氣發電設備者，每集運處理小型畜
牧場200頭豬的糞尿，環保署將補助100萬元給地方政
府，共同協助畜牧業、與畜牧業合作的技術業、社會
團體或財團法人，設置厭氧及發電、集運處理、資源
利用的設備以及建置運作的體系。
大型畜牧場協助收集處理之頭數越多，補助越高。每
項補助申請案，補助金額最高可達新臺幣5,000萬元。
依縣市財力分級不同，環保署最高可補助新臺幣3,500
萬元，其餘之金額由地方政府補足。大型畜牧業如僅
設置厭氧發酵及沼氣發電設備，但未集運處理小型畜
牧場之畜牧糞尿，則不予補助。

畜牧糞尿資源化利用目前有3種途徑：一是厭氧發酵沼
氣用來發電，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使用；二是畜牧
糞尿依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進行再利用；
三是經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經水污染防治許可核
准後，放流水作為澆灌之水資源利用。畜牧糞尿做資
源化利用的部分，不須繳納水污費，並且資源利用率
高者優先補助。環保署之補助經費，可用於購置槽
車，以及建置輸送管線及畜牧場間之貯存收集槽。
環保署初估107年至108年將投入2億元補助，預計集
運處理4萬頭豬糞尿，每年發電200萬度、減少4萬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及有機污染量110萬公斤。即日起有意
願參與的畜牧業、或與畜牧業合作的技術業、社會團
體或財團法人，請洽地方政府或環保署辦理。

環保署將針對大型畜牧業收集處理小型畜牧場之畜牧糞尿
者，予以補助擴大設置厭氧發酵及沼氣發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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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化物

環保署預告列管13種毒化物 協力提升食品安全
於近年發生之食品安全事件，發現不得供作食品用的化學物質流入供應鏈，影響國人健康。環保

鑑署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於106年4月25日預公告13種化學物質為毒性化學物質，將國內曾發生
的食安事件涉及之化學物質，包括玫瑰紅B、皂黃及吊白塊等入列。
環保署自105年12月28日成立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即
針對有食品安全風險之虞的化學物質，召開跨部會及
學者專家研商會議，研議強化管理的可行性及作法。
其中針對可能流入食品之非法食品添加物計13種，優
先預公告為毒性化學物質。
13種化學物質包括孔雀綠、順丁烯二酸、順丁烯二酸
酐、對位乙氧基苯脲(甘精)、溴酸鉀、富馬酸二甲酯、
芐基紫(紫色1號)、皂黃、玫瑰紅B、二甲基黃、甲醛
次硫酸氫鈉(吊白塊)、三聚氰胺、α-苯並吡喃酮(香豆
素)。此13種化學物質均非合法食品添加物。業者非法
使在食品是為增加口感、色澤、香氣、延長保鮮或混
淆檢驗品質，以降低成本及增加賣相。

環保署表示，一旦公告為毒化物，業者必須於期限內
依規定完成相關事項，方可製造、輸入、販賣該等物
質。須完成之事項包括107年1月前完成定期申報、
107年6月前完成標示、107年12月前取得核可文件。
此新規定將有助於掌握化學物質流向，降低食品安全
風險。環保署另要求業者在容器包裝上標示「禁止用
於食品」字樣，避免流用或誤用於食品。環保署並強
調跨部會合作的重要，表示將積極推動強化化學物質
管理資訊交流、執行聯合勾稽及查核工作、以及進行
相關法規之溝通協調等作法，以促進跨部會協力管理
化學物質，強化食品安全。

國際合作

首屆臺德環境對話論壇 德國國會率團蒞臺交流

環保署於106年4月12日舉辦「第一屆臺德環境對話論壇」，邀請德國聯邦國會議員兼環境委員會主
席Barbel Hohn女士參訪團一行，共同探討臺德環保合作展望。席間雙方研討節能減碳與再生能

源發展、循環經濟、企業與民眾參與等議題，並對臺德未來環保合作與交流寫下嶄新一頁。
臺德環境對話論壇為臺德在環境議題上之首次高層級
對話，由我國環保署李應元署長、外交部吳志中政務
次長、德國聯邦國會議員兼環境委員會主席霍恩女士
(Barbel Hohn)、及德國在台協會施碧娜副處長致開幕
詞，論壇邀集我國官產學研專家，與柏林能源機構執

行長Michael Geisler博士、德國社區服務企業協會主
管、相關環保機構代表及學者專家，就雙方關切的環
保議題進行廣泛交流，共同探討臺德雙邊合作展望。
會議廣獲各界支持，國內產官學與各界人士超過180人
共襄盛舉。

德國聯邦國會議員兼環境委員會主席霍恩女士於論壇發表
專題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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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李應元署長於致詞時，讚許德國為全球推動非
核能源之領導國家。李署長指出德國藉由發展再生能
源，促進國家能源供需朝向非核轉型，尤其在太陽能
與風力發電部分為全球翹楚，各方面經驗殊值得臺灣
借鏡。李署長並推薦《The Heart of Europe》一書，
談到德國東部高污染化工廠之轉型經驗，以及能源部
門之轉型正義議題， 臺灣正面臨相似經驗，未來可在
此領域多交流互動。
吳次長致詞時，提及氣候變遷是需要全球密切合作之
重要議題。身為國際社會一份子，我國當仁不讓積極
參與減碳行動，通過「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並宣布
我國溫室氣體減量承諾「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DC)」
之減碳目標，以及推動再生能源發展，預期於西元
2025年達成非核家園願景。德國在環境保護及再生能
源發展及方面之成就，有目共睹，透過此論壇將獲得
更多積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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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壇中，德國聯邦國會議員兼環境委員會主席霍恩
女士以「德國環境政策之現況與展望」為題，發表演
講。霍恩主席說明德國氣候政策與再生能源發展的經
驗，探討再生能源在能源轉型上的角色與相關法規應
用。針對循環經濟議題，其他與會德國專家介紹德國
推動資源效率及生質能之推動情形，為兩國未來在循
環經濟的合作建立基礎。德國專家並分享德國企業與
民眾參與環境保護推動之作法，其中許多措施均有助
於臺灣建立民眾參與環保的機制。
本屆論壇臺德雙方共同探討臺德環境合作的可行性，
未來我國將持續透過臺德雙方在環境領域之合作與經
驗分享，特別在氣候變遷、再生能源發展、溫室氣體
減量、碳交易、廢棄物處理與回收相關之循環經濟等
領域，使臺德間的夥伴關係更加緊密。

環保署李應元署長(前排右六)與出席論壇之國內外代表合影

水質

422地球日 全國串聯淨灘

環

保署李應元署長與桃園市鄭文燦市長於106年4月22日地球日（Earth Day）桃園永安漁港舉辦
「422地球日全國揪團認養淨灘活動」，並以該淨灘活動，串聯全國各縣市政府、企業、宗教團
體、學校、志（義工及民眾同步於全國40個場地進行，總計約35,000人，同時在350公里海岸線淨
灘，清理約123公噸垃圾。
本次淨難活動參與者眾多，美國在臺協會(AIT)經濟組
副組長Mike Pignatello羅峻平代表出席、臺灣積體電
路製造有限公司、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大學、福智佛教基金會及慈濟功德會等許多單位
參與，另荒野保護協會亦參與淨灘行動，全國各縣市
現場活動全程透過臉書直播並與澎湖縣政府連線，行

銷「2018世界最美麗海灣組織年會」。
環保署表示，全國海岸線約1,600公里，民眾可親近處
約1,000公里，平常由臨海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
港務機構及海防單位負責清潔維護，每年平均約清理
5,000公噸垃圾，有鑒於民眾親臨海灘活動日漸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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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對海灘珍惜，讓更多民眾守護海岸及海洋，環
保單位已與400個企業及民間團體共同維護1,000公里
可清理海岸線，未來每年有35,000人共同守護海岸
環保署呼籲各界參與行動，希望各企業、民間團體及
民眾能持續踴躍至環保署海岸淨灘認養系統(h t t p://
ecolife2.epa.gov.tw/coastal/default.aspx)認養，

中華民國106年5月

不限人數與次數，只要立即行動，環保署今後將提供
各縣市淨灘資訊於「全國揪團認養淨灘」粉絲專頁
(https://goo.gl/dEMd3I)，希望民眾踴躍參與淨灘認
養；民眾於認養海岸過程中發現非法棄置的廢棄物，
可撥打公害陳情專線0800-066-666或上公害陳情網
路受理系統或至環保署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網
(http://ecolife.epa.gov.tw/)通報理。

422地球日全國揪團認養淨灘活動李應元署長(右五)桃園市
鄭文燦市長 (右四)與AIT經濟組副組長羅峻平(左四)代表出席

簡訊
修正發布「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
準」

為進一步改善交通工具廢氣污染問題，環保署參考歐
盟及美國等國管制策略，於 106 年 4 月 27 日修正「交
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 8 條，以與國際鐵路
管制法規接軌及持續改善空氣品質。
環保署表示，本次修正重點包括：(1) 增訂淨功率大於
130 千瓦之鐵路客貨車及鐵路機車排放一氧化碳 、碳
氫化合物、氮氧化物及粒狀污染物 (PM) 標準之管制；
(2) 採認符合美國 40 CFR Part 1033 所列 Tier 4 排放
標準、歐盟 97/68/EC 指令及其後續修正規定中 Stage
III B 排放標準之合格證明或測試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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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將提前全面禁用石綿

石綿為國際癌症研究署 (IARC) 歸類之一級人類致癌物
質。環保署原公告自 107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用於剎車
來令片之製造，其餘用途目前均已禁止。環保署表示，
因應環境變遷、毒理資料及國際管理趨勢，經評估國
內現況及環境背景，為有效降低作業勞工及民眾暴露
風險，決定提前全面禁用石綿。
本次修正提前全面禁用石綿期程，自 107 年 1 月 1 日
起禁止用於剎車來令片之製造。但本公告修正前已取得
石綿使用於剎車來令片製造之登記或核可文件者，得
使用至該登記或核可文件有效期限屆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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