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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改善大都會地區公車黑煙排放污染問題，本計劃引進一種經濟實惠，價格

約 60 萬元僅為純天然氣公車的十五分之一的柴油與天然氣雙燃料系統改裝在台

北市的舊的柴油公車上，以進行黑煙排放測試及經濟性分析。公車行駛試驗係以

屬於民營巴士公司的公車搭載 60 公斤的沙包 30 包總量 1,800 公斤在台北縣及台

北市道路上每日行駛約 300 公里總共行駛 3,000 公里，記錄 CNG 消耗量及柴油

用量以求出其平均燃料費，並與目前世界上僅存的紐西蘭 DDF 公車行駛經驗作

一比較，都顯示只要作好引擎的調整 DDF 公車能大幅即 60%以上改善排煙問題

且可節省 35%以上之燃料費，而其車輛動力性能並不比原柴油公車遜色。本計劃

並找到世界上能提供 DDF 公車安全認証的測試機構，可促使 DDF 公車大量引進

國內合法營運，讓大台北地區的空氣污染，尤其是黑煙排放污染問題能於幾年內

獲得解決。

關鍵詞：柴油與天然氣混燒之雙料公車，街道行駛測試，安全與環保認証系統規

劃，環保與經濟效益評估。



Abstract：

To improve the emissions from diesel buses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s, this 

project introduces a low price Diesel / CNG Dual Fuel (DDF) system to revamp on 

the diesel engine of a used Taipei City bus. The price of DDF system is about 0.6 

million NT dollars and that is only 1/13 of the price of a dedicated CNG bus. The 

smoke emission of DDF bus has been tested and the economical feasibility also been 

analyzed. A DDF bus of a local city bus company loaded with 1,800kgs of sand 

(30bags x 60 kg/bag) has been drived in the road of Taipei City streets for 3,000 kms 

(300kms per day) to evaluate its fuel consumption and been compared with the 

performance from the New Zealand's DDF bus fleets.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smoke emission has been largely reduced by at least 60% and the fuel consumption 

has been saved by 35%, however, the vehicle power performance is not degraded 

when the used diesel bus is converted into the DDF bus only if the engine is nicely 

tuned. This project also finds the test institutions such as DEKRA e.v. In Germany 

and Stephenson Shilton & Associates Ltd. in New Zealand which can provide the 

accreditation system and the certification and testing reports on the safety of DDF 

buses, and this will enhance large amount of import of DDF buses for Taipei City bus 

companies. With this help, the air pollution problem especially the smoke emissions 

from city buses of Metropolitan Taipei City area might be solved in a few years.

Keywords: Diesel / CNG Dual Fuel Bus, Road fleet Test Safety Accreditation System 

Planning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a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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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根據交通部交通統計月報刊載，台灣地區在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有大客

車 22,522 輛及大貨車 157,472 輛，其中營業大客車 19,268 輛。在大台北地

區的營業大客車即有 10,155 輛佔全國營業大客車的 52%，其中公車有 4914

輛，高雄市營業大客車有 1460 輛，公車大約有 800 輛。目前在大台北地區

行駛的公車都屬重型柴油車(總重大於 3.5 噸) ，車齡在 4 年到 10 年間的舊

公車佔 70%以上 ，其黑煙污染度均在 40%到 50%之間，用目視即可辨別。

大台北地區每日有五、六千輛的公車及客運車，排放大量的黑煙，從上午 6

點至晚上 11 點縱橫於街道間，早為市民所厭惡，而且一年比一年嚴重，此

問題必須儘快解決。台北市政府以引進 6 輛天燃氣公車在市區內作示範營

運，到目前為止，據瞭解一切相當順利，民眾反應亦不差，正考量在下年度

動用去年已經通過預算三億元採購約 40 輛的天燃氣公車，同時在台北市內

湖區港墘路的天燃氣加氣站亦已開始興建，明年七、八月可完工對 100 輛天

然氣公車提供加氣服務。由於純天然氣公車價格非常昂貴( 上述 6 輛 CNG

公車，需 4,800 萬元) ，為一般柴油公車價格(每輛 350 萬元)的 2.3 倍。大台

北地區的公車每年汰舊換新 750 輛，若改採 CNG 公車則需 60 億元，政府

與業者勢必無法負擔，環保署與台北市交通局首長皆已有此共同的認知：大

台北地區三年內必需有三千輛的公車改用天燃氣當燃料，空氣污染，尤其是

黑煙問題才能徹底改善。因此，在現有公車的柴油引擎加裝一套柴油與天燃

氣混燒技術之柴油雙燃料系統(Diesel Dual Fuel System，簡稱DDF系統﹝1﹞

便成為唯一可行之途，因為加裝一套 DDF 系統在舊公車(車齡 4 至 8 年最適

合)上，只需 60 萬元，黑煙等空污問題可以完全解決，是真正經濟又十分實

惠的辦法。鑑於引進 DDF 系統具有很大的環保及經濟利益﹝2，3﹞，國科

會永續會乃委託台科大執行本計劃，其主要目的之一，在建立國內 DDF 車

排放及安全認証系統，讓 DDF 車輛可以全法上路營運。一年的努力，已找

到國際上具有 CNG 車認証能力的機構，可為 DDF 車輛進行污染排放及行

車安全認証工作，環境署與交通部再依其認証報告作書面審查，以縮短發証

上路的時間。公車行駛試驗係以大有巴士公司所屬福和客運公車搭載 60 公



斤的沙包 30 包總重 1800 公斤在台北縣及台北市道路上每日往來行駛約 300

公里，總共行駛 3,000 公里，記錄 CNG 消耗量(Nm3)及柴油用量(Liter)以求

出平均燃料費(元/公里)。並與目前世上僅存的紐西蘭 DDF 的公車行駛經驗

作一比較，都顯示 DDF 車能大幅改善排煙問題且可節省 35%以上之燃料

費，其最大缺點為必須有很好的調整(tuning) ，否則會常熄火且抖動很大，

馬力出功亦不穩定。

二、DDF 公車車隊測試研究執行過程

2.1 完成雙燃料公車租用合約

本計劃因國科會作業上之關係，本校與國科會於八十七年底始完成

合約之簽訂工作，國科會於八十八年一月中旬完成撥款手續。八十八年

三月一日本校與大有巴士公司簽訂柴油、天燃氣雙燃料公車的租用合

約，如附件一。全額總計 152 萬 4 仟元，包括測試車租金 120 萬元，測

試車司機費 22 萬 4 仟元及燃料費 10 萬元，租期自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二

日至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止。大有巴士公司於八十八年四月十二日收

到測試車租金第一期款 60 萬元。

2.2 柴油/天燃氣雙燃料測試公車之調修

由於大有巴士公司堅持租金第一期款收到後，本計劃研究人員始可

到該公司台北縣土城市青雲路的修車廠作實驗，因此本計劃在八十八年

四月十五日才有機會接觸到八個月不見的測試車。該測試車係由大有巴

士公司所屬福和客運公司編號為 FI-469 行駛 628 路線的公車所改裝，

如圖 2-1 所示。該車為國瑞 1996 年 LRKIMRB 型大客車車身號碼為

LRKIMRB-41188 基本引擎為 HINO EM100-G 型，引擎型式為直列六

缸，無增壓器，車輛總重 14,000kg，最大功率 200ps/2,700rpm，排氣量

9419 C.C. ，如圖 2-2 所示。此型 HINO EM100-G 引擎之公車，在大台

北地區約有一千輛是最受歡見的引擎，其排放認証值為(單位 g/bhp.hr) 

HC=3.4，CO=0.8，NOX=5.4 及 PM=0.34 黑煙污染度，全負載=24%，無



負載=10，除 PM 外，與第三期重型柴油車排放標準(單位：g/bhp.hr)：

CO=10，THC=1.3，NOX=5 ，PM=0.1 及黑煙污染度=35%很接近是相

當不錯的引擎。



   由美國 Electronic Fuel Control Company，簡稱 EFC 公司所引進的

DDF 系統的重要組件：(1) CNG 及柴油噴入正時控制器與接連管線，

(2)CNG 燃料筒(200 公升)及筒頂之開關兩個 CNG 燃料筒安放在車廂兩

側底下如圖 2-4 及 2-5 及 2-6 所示。及(4)CNG 進入引擎處閥門及氣錶如

圖 2-8 所示。慢速 CNG 加氣機(8 小時加 400 公升 CNG) 如圖 2-9 所示。









大有巴士公司對 DDF 車輛有很大的興趣，本測試車已經獨立研發

了兩年多，於八十四年到八十七年間在台北市街道跑過 30,000 公里，

黑煙方面絕對可以大幅改良，甚至目視即可判定，而且燃料費用也節省

了 50%。大有巴士的修車廠廠長古華明先生投入 DDF 系統研究已有五

年多，對於 DDF 車的弱點即馬力不足或引擎運轉不穩定會抖震及常會

熄火等問題的排解，尤其有心得。因此，DDF 車要調修(Tune)得很好，

使馬力與排煙同時達到佳化效果才能符合日常營運的需求，這也是本計

劃最注重的地方。該測試車曾於八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送往新竹縣湖口

鄉的車輛研究測試中心進行排煙及馬力測試(報告編號：BB-EP3880012

及 BB-EP3880013) ，其使用燃料分別為高級柴油及 70%CNG 加 30%柴

油時的檢測結果如表一至表四所示。測試車在車輛測試中心測試時的里

程數為 72,580 公里。-



     



                  





八十八年四月中旬，當本計劃開始大有巴士保養廠作柴油引擎測試

時，測試車的里程錶數為 139,850 公里，比該車在八十七年七月底車輛

測試時的送去里程多了 47,270 公里，然而引擎的排煙並無劣化，馬力

也無明顯的改變，因此表一及表二的檢測結果依然可用，不必再作測

試。開始兩週在調修雙燃料引擎系統時發現排煙效果依然很好，引擎燒

了 CNG 以後，車尾的排氣管馬上不見黑煙，但是馬力卻降到本來柴油

引擎的一半而且抖動厲害，時常熄火。這些狀況隨時都與美國 EFC 公

司的技術人員討論，大家認為必需更換新的油氣噴入控制器，而表三與

表四的測試結果是歷年來該系統最佳狀況，其排煙改良效果已証明可達

58%。美國 EFC 公司於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將新的雙燃料噴入正時

控制器寄給大有巴士公司，並於來函中說明：該套設備必須由他們的技

術人員安裝，古華明廠長對整套系統當然非常清楚，但是他仍需要最新

的訓練 (Updated Training) ，成功的關鍵在於適當的調整 (Tuned 

properly) ，如附件二所示。正當全力安排古廠長赴美國 EFC 公司受訓

的時候，本計劃接到大有巴士公司告知，古廠長已於八十八年七月一日

離職，決定移民美國定居。經過緊急聯絡，古廠長終於答應於八十八年

八月初赴美國一趟，以學習加強 tuning 技術，並請 EFC 公司的技術人

員來台協助調修。古華明廠長於八月中旬回到台北，乃以義務技術諮詢

方式協助本計劃研究人員作雙燃料系統的調整工作，而 EFC 公司則在

八十八年底才有空派員來台。在沒有 EFC 公司技術人員及古廠長的協

助下，實驗工作進行的很辛苦，裝上新控制器的測試車，車況略有改善，

但大家仍不滿意，大有巴士公司為執行本計劃又加派車調部童子銘經理

及修護廠李尚文主任來支援並選派三位司機配合駕駛測試車路試：從八

十八年九月底至十月底，每週有好幾天，從上午六時三十分起駕駛載著

30 包，(每包 60 公斤，等於一個人的重量)沙包，從台北縣土城市清水

路開 1 小時(約 27 公里)到台北市中華路南站，再開回土城清水路。每

天大約跑 30 公里到晚上 11 點才收工，如此勉強(因為測試車常中途出

狀況熄火拋錨，而且有時抖動很大，司機們很不滿意，開此車時有點害

怕)跑完 3,000 公里，用了 495 公升柴油及 805 立方米(每一立方米 90 元

計)的天然氣，燃料費為 4.5 元/公里，比使用柴油為燃料的燃料費 7.02



元/公里節省 35%，此與目前世界上僅存的紐西蘭 DDF 公車車隊營運經

驗(Auckland 市有 80 輛及 Hamilton 市有 4 輛，由柴油公車改採 CNG

為燃料的公車，從 1990 年起，營運了 15 年，如附件三所示)很接近，

由以上分析及經驗可知 DDF 車確能大幅改善排煙問題且可節省 35%以

上之燃料費，其最大缺點為整套系統必須有很好的調修(Tuning) ，否則

會常熄火，且抖動很大，馬力出功亦很不穩定。上述紐西蘭 DDF 公車

車隊營運經驗中，Auckland 市 Yellow Bus Company 的 80 輛 CNG 車係

由紐西蘭的 Transport Fuel Systems Limited ，簡稱 TFS 公司所提供，而

此套系統於曾於八十七年四月間被引進而改裝在高雄汽車客運股份有

限公司的大客車上，其排煙改善效果良好，而燃料費亦可節省 35.8%

﹝4﹞，日本 ECOS 公司及加拿大 AFS 公司在世界各大都市泰國的

Bankok，加拿大 Toronto，俄羅斯的 Moscow，巴西的 Rio De Janeiro，

及伊朗的 Tehran 進行公車車隊測試結果亦証明。基於技術人員對新的

雙燃料噴入控制器不熟悉(使用手冊尚未寄來) ，整日摸索不得要領，

一個月來，一直修不好車況，有些灰心，而且他們認為事實上，這套

DDF 系統已經調試過 3 萬多公里了，再花更多的時間也調不出八十七

年七月底時的最佳狀況，再加上司機們在開始測試車時，感覺很差(抖

動大，常熄火且有時爬坡無力或車子有時有力，偶而會放黑煙對 EFC

公司提供此套系統普遍反應不佳) ，除非 EFC 公司的技術人員親自來

調修好，否則不擬配合作完 20,000 公里，本計劃隨即面臨重大的困難。

為了讓 DDF 車早日合法上路，本計劃與大有巴士公司吳東瀛董事長經

過充分的溝通與協調，已經決定暫先改採紐西蘭的 TFS 公司所發展的

DDF 系統，繼續努力以完成 20,000 公里的車隊測試。本計劃非常感謝

大有巴士公司的協助，亦將與其充分配合，並就日後即將完成 20,000

公里車隊測試的結果。作成報告送交國科會永續會核查，當然美國 EFC

公司日後有任何進一步的成果，亦將立即作成報告送交國科會。



三、協助建立柴油/天燃氣雙燃料(DDF) 車輛排放及

安全認証制度，讓 DDF 車早日在台灣合法上

路營運

基於安全的考量，世界各國對於新型車輛，尤其是燃燒 CNG 及 LPG 之車輛

的合法上路都訂有嚴格的安全認証制度，民國八十年政府決定引進液化石油氣

(LPG)計程車，經過五年才讓加氣筒只有一個大氣壓力的 LPG 計程車合法上路營

運。如今 DDF 車的加氣筒有 200 個大氣壓力，其行車安全測試的技術高於 LPG

計程車系統的幾十倍，國內在五年內不可能有 DDF 車安全測試技術，DDF 車亦

無法在台灣合法上路。由於 DDF 的環保及經濟效益確實太大而且迫切，國內熱

心環保的人士與廠商便努力尋求解決上述之難題；欣泰石油氣公司(八十八年股

票上櫃公司)由於參加本計劃的執行：DDF 測試公車所用的 CNG 亦由欣泰石油

氣公司供應，對於 DDF 車輛的引進便有極大的興趣。八十八年六月初，本計劃

主持人林陽泰教授陪同欣泰石油氣公司謝美惠董事長及熱心環保的立法委員李

嘉進先生拜訪交通部張家祝次長，洽談「如何才能讓 DDF 車合法上路」，張次長

提出三個前題：(1) DDF 車輛必須通過交通部所認可之國內外測試研究機構行車

安全測試，DDF 車輛改裝廠亦必須經過國際安全認証。(2) DDF 車輛改裝公司提

供其商品銷售實績供查核，最少應有一套售至七大工業國(G7 Countries) ，(3) 整

理世界各國 DDF 車輛安全檢測規範(Code) ，提供交通部以作為日後書面審查的

依據，交通部並將透過委託計劃請車輛研究測試中心訂出 DDF 車改裝車輛遴選

辦法，其草案如附件四所示。本計劃乃依此重點，積極進行相關經驗資料之收集

及認証機構的探尋。

3.1 國際 DDF 車輛銷售營運經驗及依據的污染與安全法規

美國 International Fuel Systems 公司後改名為 Electronic Fuel Control 公

司，簡稱 EFC 公司，即與本計劃合作的公司，從 1990 年起在美國 Georgia，

Alabama，North Carolina，Ohio，Virginia，New York，Massachusetts，Indiana，

Kentucky，Tennessee，Oklahoma，Mississippi，Texas，Utah 及 California 等



15 個州改裝了數以百計的柴油車輛成為 DDF 車輛，其高壓組件都通過 Q101

及 ISO 9001 (B1 年審查)以及 AGA 和 CGA 的認証。從 1980 年該公司都將

安全列為最優先考量，所有技術人員或訓練人員都需通過美國機械工程學會

ASME 認証，安裝及其訓練都依照 American Gas Association，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以及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Codes ( NFP52) 的指引與規定去

作，如附件五所示。從 1983 年至 1997 年 Georgia 州的 Atlanta Gas Light 

Company 也有 DDF 車隊營運經驗，此車隊包含大客車，輕型貨車，重型貨

車及建設用車輛等約 600輛，每年改裝 75至 150輛，引擎馬力在 175至 250hp

之間，使用 70%CNG 及 30%柴油當燃料，經年累月的行駛，証明車輛性能

獲改良，而且幾乎不必維修，司機及機工們都很滿意，雖然燃料費有小幅節

省，但是排煙卻獲得大幅改善，詳見附件六所示。EFC 公司亦透露了另一個

市場利基成功的故事：美國 Ohio 州 Cincinnati 市政府在 1996 年，採用 EFC

公司的系統將一輛 1996 Chevrolet Kodiak, Caterpillar 3116，20 cu.yd. 垃圾車

改裝為 CNG/Diesel 雙燃料車。該車燃料為 80%CNG/及 20%Diesel， 每一

百公里 DDF 車較原來的柴油車節省 5.16 美元，估計該車七年壽命中可節省

4802 美元，而 1999 年 4 月的改裝費用為 9225 美元，DDF 車的用燃料量為

4.4mpg (mile per gallon) 比柴油車的 3.1mpg 高出 41.9%。DDF 車的

downtime 最小，即很少維修，司機們對 DDF 車的馬力及整體性能的改良都

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在 28 個月的車隊服務期間沒有收到任何負面的評

價，如附件七所示。

紐西蘭的 Transport Fuel Systems Limited，簡稱 TFS 公司，從 1984 年起

改裝紐西蘭 Auckland 市的 Yellow Bus Company 的 Mercedes OM401 V6 

200HP 引擎成為 DDF 車，在泰國 Bangkok 市改裝 Bangkok Mass Transit 

Authority 使用的市公車之 Isuzu 6BDI 引擎以燃燒 CNG 。TFS 公司一直是

全世界 DDF 車業務量最大的公司，該公司於 1986 年在緬甸的 Rangoon 市，

1987 年在法國的 Lyon 市，1988 年在智利 Punte Arenes/ Valparaiso 市，1988

至 1990年在加拿大 Fort St. John 市及 1990年在阿根廷Buenos Aires 市執行

了很多 DDF 車改裝計劃，1992 年在南澳州的 Adelaide 市改裝 Cummins N14 

引擎為 DDF 系統，在中國北京改裝 50 輛中國生產的貨車與公車為 DDF 車，



1993 年在印度 Pune 市進行點火技術轉移，1994 年以 World bank 計劃在孟

加拉 Dhaka 市改裝柴油車成為 DDF 車，更在印度 Mumbay 市從 52 個參

賽者中脫穎而出得到 International CNGV Conversion Contest 的冠軍，1995

年至 1998 年間在中國的鞍山/武漢/撫順等地，紐西蘭的 Auckland 市改裝了

無數的 DDF 車，1998 展示計劃。事實上，從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Natural Gas Conversion Register 文件亦可發現世界上大部分的 DDF 車是由

紐西蘭的 TFS 公司所改裝，如附件八所示。TFS 公司多年來，改裝 DDF 系

統所使用的標準都是依照紐西蘭政府所公佈一系列適合天燃氣車輛工業的

國家標準，例如：

NZS 5433：Part3,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use of LPG and CNG Fuel in Internal 

combustion Englnes (in Heavy Vehicles)

NZS 5425：Part1, Code of Pracitc for CNG Compressor and Refulling Stations 

(on Site Storage and Location of Equipment)

          Part2, Compressor Equipment

          Part3, Metering Devices

而這些標準與國際級的標準 ISO，ASME，API，ASTM，及 BS 都有關聯，

進一步詳細資料應透過關係(顧問公司)與紐西蘭政府連繫，如附件九所示。

為了加速政府訂定 DDF 車輛及 CNG 加氣站引進法規及管理辦法，本計劃

主持人曾於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赴香港代表欣泰石油氣公司之子公司展

泰成有限公司與紐西蘭 TFS 公司的母公司香港培林機械設備有限公司簽署

意向書，擬於短期內隨政府與民間所組成之技術訪問團赴紐西蘭考察 CNG

車輛及加氣站營運經驗及設備標準相關規定。由於 921 地震，大家忙者救

災，這個訪問考察計劃尚未推出，如附件十所示。由附件十的資料亦可看出

TFS 公司的技術確實成熟，經驗非常豐富，事實上，此套 DDF 系統已經是

銷售多年可靠的商品，只要通過其他國際安全認証機構的測試，便可引進加

裝於國內大客貨車上，合法上路營運，附件十中之最後一頁為 TFS 公司銷

售到 G7 國家澳大利亞的証據。欣泰石油氣公司亦規劃大台北地區 100 部

DDF 公車的 DDF 系統供氣配合計劃，並收集有關天然氣供氣站 Intermech 

Ltd. 公司的資料，如附件十一所示。由供氣的觀點而言，加氣的設備非常

昂貴(約 1 億元) ，除非政府有大幅補助，私人公車業者不敢貿然投資去改



裝 DDF 車輛。目前，政府花費一億元在內湖興建的天然氣加氣站(可對 100

輛 CNG 公車加氣) ，尚有空間讓 DDF 來加氣，因此本計劃書建議於短期內

由紐西蘭引進 50 輛 DDF 系統加裝在台北市舊的公車的柴油引擎上，經過國

際權威安全認証機構測試認証即可合法上路營運服務，以為解決台北市空氣

污染，尤其是黑煙問題跨出務實的一步，

3.2 國際 DDF 車輛安全測試機構現況

本計劃主持人於八十五年任職車輛研究測試中心總經理期間，便著手國

際 DDF 車輛安全測試技術的引進，於八十六年九月執行環保署委辦的「柴

油車污染改善技術評估」專案研究計劃時，更積極請教加拿大及日本有關車

輛測試機構及瓦斯協會等單位，卻始終找不到可接受委託執行 DDF 車輛安

全認証的機構。在美國亦只有一機構，即 The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gency 

可制訂測試規則(NFP52) 交給各製造及改裝廠商去執行安全認証，如附件二

所示。紐西蘭則有一家獲 ISO 9001 認証的交通與能源顧問公司 Stephenson 

Shilton & Associates Ltd. ，可以提供替代燃料車輛的安全測試報告及認証，

該公司的兩位顧問的背景與經驗在國際天然氣車界，尤其是 DDF 車界具權

威地位：

(1) Mr.John Stephenson ，1921 年生，為 Internation Association for Natural Gas 

Vehicles Inc., 簡稱 IANGV，的 Founding member，自 1986 年以來一直

是 IANGV 的 Treasurer. 及(2)Mr. Louis Edward Shilton，1938 年生，曾

住紐西蘭 Auckland 市 The Yellow Bus Company 的 Chief engineer，他曾

負責 85 輛 CNG City Bus 的採購，這些 CNG bus 都是向 TFS 公司採購

DDF 系統改裝而成的，他可以作為 DDF 車輛 Fleet test 最佳的見證人。

當年 DDF 車能在 New Zealand 營運，其申請核准上路的過程及相關法

規，均足為國人借鏡，建議國科會永續會儘早邀請以上兩個專家來台指

導。該顧問公司的 Head office 在紐西蘭的 Auckland 市，在南澳州的

Oaklands Park 市及日本東京都有 Branch Office 。有關 Stephenson Shilton 

& Associates Ltd 公司的資料，詳見附件十二。

八十七年十月中旬本計劃主持人率德國環保政策與環保科技考察團

赴德國考察十天，於十月十五日上午抵 Stuttgart 市拜訪德國機動車輛協



會總部 DEKRA 公司，該協會係於 1936 年創設，其主要業務包括稽核認

証與汽車專業技術及相關環保專業事務。每年 DEKRA 公司在歐洲各國

為超過一千一百萬輛車進行檢驗，是全歐洲最大的車輛檢驗機構。DEKRA

集團員工多達 7,000 人以上，其中超過 5,000 人具備專業工程師資格，依

法規亦頒發車輛製造形式改變許可。因為 DEKRA 公司的國際聲譽良好，

凡是經 DEKRA 測試通過的高壓容器設備都可直接操作運轉不須再經其

他系統測試。DEKRA 公司車輛檢驗業務係分別在 200 個分公司和 2,000

個特約檢驗公司執行，在德國共有 88 個分公司，30,000 個特約檢驗站。

義大利 IVECO 公司生產天燃氣車輛，便是委託 DEKRA 公司幫忙作環保

及安全認証，有關DEKRA集團的簡介，詳如附件十三。經過德國Wuppertal 

市 Industrial-Consulting 公司的協助，DEKRA 集團下的 DEKRA 環保股

份有限公司提出 DDF 車輛檢驗的標準費用估計，其重點如下：

一、 檢驗範圍係跟據德國RL8877標準進行DDF車輛設備安全檢驗包括廢氣及

行車安全檢驗，加氣筒的安全檢驗除外。

二、 工資：包括引擎檢驗，設備安全及行車安全測試總價 46,500 馬克。

三、 若要在台灣建造檢驗站，純檢驗技術費用約需 350 萬馬克。

四、 服務條件：接受測試的 DDF 公車必須由台灣自費運到德國的 Stuttgart 市

或 Dresden 市，以提供 DEKRA 公司作檢驗運用。DEKRA 公司所開出的

檢測費用估價單的中譯本如附件十四所示。依據本計劃詢問國內的運輸公

司得知，一輛台北市的公車運到德國 Stuttgart 市作檢測再運回台灣需要大

約 20,000 美元的運費及報關費用。於此，本計劃終於替國內找到 DDF 車

安全認証的管道，多年來，DDF 公車的引進的困境亦迎刃而解。

四、結論與建議

從本報告所列諸多的國內外車隊測試與營運經驗的分析得知，柴油/天然氣

雙燃料公車，即 DDF 公車確實可以將其尾管排出的黑煙污染度大幅減低，發揮

改善大都會地區空污的效果，只要作好燃燒系統的調修(Tuning) ，其車輛駕駛功

能包括馬力，振動噪音及運轉穩定度等性能，皆能為司機及乘客所接受，而且花



費在維修的人力與物力都會較柴油公車大幅減低。DDF 引擎(燃料為 20-30%柴油

及 70-80%天然氣)的燃燒效率可媲美柴油引擎，亦即兩者的耗燃料率幾乎相同，

由於天然氣的價格僅為高級柴油的七成，故 DDF 公車可節省燃料費 35%以上。

世界各國在環保及二氧化碳減量的考量下，天然氣相對於柴油的價格已越來越

低，很可能降至五成以下，再加上改裝費用低廉，只為原柴油公車的六分之一，

因此 DDF 公車將成為二十一世紀，世界各大都會最具環保效果且經濟實惠的大

眾運輸工具。本計劃已經詢得國際車輛測試顧問公司肯接受委託執行 DDF 公車

的環保及行車安全認証，多年來，大家所期盼的儘速將 DDF 公車引進國內並合

法上路營運的願望應可實現。大台北地區乃至國內其他各大都會區嚴重的黑煙獲

得充分的改善。

本計劃建議政府相關單位包括行政院環保署及國科會永續發展委員會利用

每年徵收到的空氣污染防制基金，補助台北市政府於一年內引進 50 輛 DDF 公

車，更於三年內補助台北市其他各地方政府引進 3,000 至 5,000 輛 DDF 大客貨

車。若有任何需要協助的地方，本計劃研究人員將充分的配合。

五、計劃對於空氣污染防治之具體貢獻

本計劃針對世界上各式最先進的柴油 / 天燃氣燃料系統(DDF System) 技

術作一完整的評估，發現若在車齡 4 年至 10 年的舊公車 (佔大台北地區公車數

量的 70%) 上加裝 DDF 系統，則可將其黑煙污染度由目前的 40%到 50%大幅減

低百分之十。只要引擎調整 (Tuning)得宜 DDF 公車的動力性能包括在各種不同

轉速下的制動馬力與扭矩均不比原公車遜色。從國內外 DDF 公車的日常營運資

料顯示，DDF 公車可節省 35%以上燃料費用，且維修容易，所花的人力與費用

均較原公車低。事實上本計劃已確認 DDF 公車的環保功能與經濟效益性均高，

已不容置疑。由於 DDF 公車的燃料系統充滿 200 大氣壓(約 3,000psi)的壓縮天燃

氣(CNG)為 LPG 計程車的 200 倍，其行車安全性為國人最大的顧慮，且目前國

內尚無測試認証能力，故 DDF 公車一直無法在國內合法上路營運。本計劃乃加

緊搜尋世界上天燃氣車輛安全測試技術資源，目前已找到紐西蘭的 Stephenson 

Shilton & Associates Ltd. 交通與能源顧問公司及德國 Dekra 公司可提供 DDF 公

車的行車安全測試認証，其費用包括運費及測試認証費約為每輛新台幣 5萬元(50



輛 DDF 公車抽一輛作測試認証)。總之，本計劃已經突破 DDF 公車引進國內使

用的瓶頸，由於其兼具環保與省燃料功能且安裝費用低，每輛只有 60 萬元比純

天然氣公車每輛約 900 萬元便宜十幾倍必定廣受國內公車業者的青眛，促成 DDF

公車的大量引進(三年內引進 6,000 輛)則國內大都會地區的空氣污染尤其是公車

黑煙排放問題將迎刃而解，進而大量引進 DDF 大貨車亦可大幅改善公路上黑煙

及空污排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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