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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本計畫工作主要為評鑑大台北地區公車業者對所屬公車之污染改善措施良善與否。主要完成工作項目可概分

如下： 

一、對大台北地區18家公車業者進行車輛污染防制做法之評鑑及輔導，經初複評結果僅2家不合格。 

二、針對國內採用之排煙測試方法進行實驗研究，同時研究比較我國與其他國家使用檢驗方法之異同。提出國內

現行攔檢方式改善之法條修正草案。 

三、召開「公車污染法規與防制技術研討會」一場，計有學員118位與會。 

關鍵字  

上傳文件  EPA-86-FA25-09-104.pdf

建立者  環保署管理者

建立日期  民國91年08月13日 

上次修改人員  環保署管理者 

上次修改日期  民國94年06月17日

Page 1 of 185年~97年科技計畫

2012/5/9http://sta.epa.gov.tw/report/project.htm



計畫名稱：大台北地區公車污染改善輔導評鑑計畫 

計畫編號：EPA-86-FA25-09-104 

計畫執行單：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計畫主持人(包含協同主持人)：范德仙 

計畫期程：85年8月28日起86年年6月30日止 

計畫經費：新台幣5,450,000元 

摘要 

  本計畫工作主要為評鑑大台北地區公車業者對所屬公車之污染改善措

施良善與否。主要完成工作項目可概分如下： 

(1) 對大台北地區18家公車業者進行車輛污染防制做法之評鑑及輔導，經初

複評結果僅2家不合格。 

(2) 針對國內採用之排煙測試方法進行實驗研究，同時研究比較我國與其他

國家使用檢驗方法之異同。提出國內現行攔檢方式改善之法條修正草

案。 

(3) 召開「公車污染法規與防制技術研討會」一場，計有學員118位與會。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e project lay in the following 3 categories: 

(1) To examine and guide 18 bus companies in the great Taipei area for their 

endeavor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iesel buses smoke emission. The 

majority failed the first-stage examination. However, after the assitant and 

recommendation of our technical staff, finally only 2 bus companies failed to 

pass the 2nd-stage exanination. 

(2)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est methods of diesel smoke emission in 

different contries was taken by paper study. Another thorough experimental 

study also concentrated on CNS 11644 & CNS 11645, test methods 

currently used in Taiwan. A draft law for the road-side check wa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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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3)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ubjected on the emission regulation and 

technology for diesel buses, was scuessfully held in October, 1996. There 

were 118 attendees, including officials, scholars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bus companies, in this 2-days conference. 

前  言 

  根據中華民國85年3月交通統計月報統計資料指出，台灣地區現有營業

大客車總數為12699輛，其中大台北地區(包含台北縣市及基隆市)有4089

輛，約佔總數之32.2%。這些柴油車輛固然提供民眾便捷之交通，提昇生活

之品質，但是若因車輛之保養不當，則將造成大量氣狀及粒狀污染物之排

放，而危害到環境景觀及人體健康。本計畫即針對大台北地區公車業者對

於車輛之維護保養進行全面的會診，透過國內具有柴油引擎專長所組成之

評鑑小組，實地到公車業者處進行評鑑，從保養維修之政策與制度、車輛

數目車型車齡調查統計、維護保養計畫、黑煙檢測儀器之數目與型式，以

及人員教育訓練等方向著手進行評鑑，而對於評鑑結果較差之業者，給予

輔導改善之期限，並於年度內進行複評，複評之最後結果將依照本計畫中

所擬定的公車污染改善輔導評鑑作業要點執行，俾使公車業者在本計畫的

輔導下，朝向正軌的維護保養體系運作，期使大台北地區之使用中公車的

污染可大幅度降低。 

  在現階段國內柴油車排煙所使用之檢測方法，主要係依據CNS 11644、

CNS 11645及目測判煙等三種方法，這些方法已行之有年，對於國內柴油車

污染的管制確實已達相當的成效。然而這些方法係於民國75年所訂定，在

此10年間不僅柴油引擎發展的技術日新月異，而全世界的法規趨勢亦日趨

嚴謹，因此實有必要就這些方法作深入研究。另外亦將同時研究美國、歐

洲及日本現階段之作法，並與國內方法作比較研究，其結果將提供主管機

關作修法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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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為了提昇公車業者、國產柴油車製造業者及進口車代理商、全

國環保單位，以及法規檢測單位等相關人員，對於柴油車污染防制技術與

改善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計畫中亦將舉辦「公車污染法規、防制技術及改

善研討會」，並邀請曾經代理美國前環保署副署長Michael P. Walsh，以及

國內柴油引擎污染技術專家學者，共同講解公車污染應如何防制及改善的

技術，而透過此項研討會之召開，亦可讓所有與會業者及法規執行人員，

瞭解我國現行及未來柴油車污染標準及政策，同時亦可使有關單位作當面

之溝通與意見的交換，以建立彼此間的共識，對於今後公車污染之改善，

將會有更好之成效。 

研究方法 

  本計畫工作主要包括大台北地區公車污染改善輔導評鑑、美國、歐洲、

日本及我國柴油車排煙檢測方法研究，以及公車污染法規、防制技術及改

善研討會等三大部分，其研究方法分別說明如下： 

(1) 大台北地區公車污染改善輔導評鑑 

 大台北地區公車業者車輛污染防制現況評鑑。 

 大台北地區公車業者評鑑結果改善輔導。 

 大台北地區公車業者車輛污染改善複評。 

 研訂公車污染改善輔導評鑑作業要點。 

(2) 美國、歐洲、日本及我國柴油車排煙檢測方法研究 

 美國、歐洲及日本使用中柴油車排煙檢測方法探討。 

 我國現有柴油車排煙檢測方法檢討。 

(3) 公車污染法規、防制技術及改善研討會 

 課程規劃、講師遴聘及其他相關事宜。 

 公車污染法規、防制技術與改善研討會之召開。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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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大台北地區(含台北縣市及基隆市)18家公車業者進行車輛污染防制現

況輔導評鑑。在初評階段計有7家業者通過，11家業者未通過，通過之

比例為38.9%，在複評前輔導廠商針對初評時委員所提缺失進行改善，

複結果僅二家未能通過。 

(2) 進行對美國、歐聯、日本及我國排煙檢測方法之研究。並針對我國現行

攔檢方式提出修法建議草案。同時對國內現行採用之CNS 11644及CNS 

11645柴油車排煙檢驗方法之部份疑點進行實驗驗證，所得結果可供將

來法規檢測人員參考。 

(3) 召開「公車污染法規與防制技術研討會」，邀請美國環保署前助理副署

長Michael P. Walsh及海洋大學輪機技術系林成原教授與會授課，參加之

學員計118人，所屬單位涵蓋中央及地方環保單位、客運業者，以及柴

油車製造、進口業者。會議過程討論熱烈，充份達到協助學員了解柴油

車污染防制技術及污染法規趨勢之目的。 

結論與建議事項 

 本計畫所包含的三項主要工作，截至86年6月已全部順利完成，所得到之

結論與建議如下： 

(1) 大台北地區18家公車業者經過評鑑之結果，在初評階段共計有7家業者

通過，11家業者未通過，通過之比例為38.9%；在複評階段有2家業者仍

未通過，將列入下年度後續計畫中繼續追蹤改善。 

(2) 根據本計畫評鑑委員期末會議決議，由於社會大眾及一般媒體並不瞭解

本計畫評鑑之內容與準則，為避免造成無謂的誤解或紛爭，本次評鑑結

果不列等第排名亦不頒獎，評鑑結果分數以密件呈主管機關核備。但基

於對評鑑結果好壞之業者有所鼓勵或警惕，建議主管機關對於本次評鑑

優良之業者，發文業者所屬地方環保機關減少稽查作業次數，同時對於

未來車輛污染元件之補助，給予實質上之效益。而對於評鑑不佳之業

者，亦建請主管機關發文該業者所屬地方環保機關，加強稽核以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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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之成效。 

(3) 過去在台北縣市所執行之目測判煙以取締公車黑煙污染之措施，雖對大

台北都會區污染之改善有所幫助，但是由於此項檢測方法牽涉到環境背

景、車輛排氣管所在位置、人為視差判斷，及其它主觀之因素，難免造

成執法人員與業者間觀念上的差異，本計畫配合主管機關作相關法令或

標準之草案修訂，將目測判煙告發研擬為到檢通知單，未來若能配合實

施，相信對於爾後此項法規之檢驗將更具公正性與客觀性。 

(4) 在執行CNS 11645全負荷定轉速之測試時，採用適切的不同檔位執行測

試，對於黑煙排放之影響不大。 

(5) 在執行CNS 11644無負載急加速之測試時，不同延遲取樣時間將影響煙

度測試結果，因此在進行此項測試時，對於測試之步驟程序應作嚴謹的

規範。 

(6) CNS 11644及CNS 11645在法令的執行面上，雖存在一些與車輛實際行

駛狀況上之差異，但在未有其他更佳的測試方法以前，仍不失為現階段

管制柴油車污染排放之利器。 

(7) 本計畫所舉辦公車染法規與防制技術研討會之研討內容，對於提昇業者

瞭解柴油車之污染技術及法規趨勢助益甚大，擬建議在經費許可下每年

舉辦乙次，且研討之內容亦可擴展至實際面部分，如車輛之維修保養技

術、駕駛操作技巧之學習等，以協助公車業者改善車輛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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