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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摘要

1.1  中文摘要
關鍵詞：國際海事組織、防止船舶排氣污染、國際公約

本計畫工作之內容係根據國科會永續會所規畫八十八年度環保科技學術合作計
畫（空污費）之重點研究課題：移動污染源組--船舶污染現況及改善技術評估。
為防止船舶排氣污染以維護全球環境品質，國際海事組織於 1997 年九月通過「一
九七三年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一九九七年議定書」。該國際公約對於船舶主機
排氣中之氮氧化物、硫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質等含量均有詳細規範，提供各國
作為船舶檢查與發證之標準。我國為海運國家，不論是我國籍船舶靠泊世界各港
口，或各國船舶在我國港口停泊，未來其排氣標準都必須受此公約之規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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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相關法令對於船舶排氣污染係以排冒黑煙之不透光率作為稽查標準，船
舶主機機型與大小、燃油品質等均與汽車有很大的差異，依據汽車排氣之檢查方
式恐無法有效達成遏阻船舶排氣污染之目的，因此必須及早採取因應措施。本計
畫已向世界各主要海運國家之海事組織蒐集有關防治船舶大氣污染之規定及作
法，另外，研究人員也至國內各港務局環境保護所及各大航運公司之相關部門進
行訪談與調查，並舉辦研討會廣徵各界意見，加以歸納分析。最後，研擬我國因
應之相關對策建議、訂定相關法規增修重點與方向之建議、訂定稽查船舶排氣污
染之執行辦法及罰則之建議、提出控制排氣污染之技術建議等。以提供環保署、
交通部、各港務局、各航運公司、大專院校相關系所作為修訂法規、制訂政策、
或學術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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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英文摘要
Keywords：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Prevention of air-pollution 
from ships,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This proposal is written in accordance with one of the emphatic research topics of 
academic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1998: the current status and evaluation of 
improving technology for air-pollution from ships - the mobile pollution studies. The 
programs are drafted by the continuing development committee under National 
Science Committee of R.O.C. to promote sci-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reservation in Taiwan. To prevent air-pollution from ships for a clean 
globe,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has adopted a draft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 1973 (termed as 
MARPOL 73/78/97) since September 1997. The convention regulates emissions such 
as nitrogen oxides, sulfur oxides,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 etc. from ships and 
standards for ship’s inspections and certificate issued. Taiwan, R.O.C. is one of major 
ocean-shipp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ither our own country’s ships which lie at 
ports around the world or international vessels which berth in Taiwan ports must obey 
this IMO regulations. However,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and executing methods are still 
too rough to approach the purpose of air-pollution prevention from ships. Hence, 
adequate strategies seem need to be taken soon to conform to this concern. In this 
project, we have searched for all obtainabl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regulations for 
prevention of air-pollution from ships from major ocean-shipping countries. In 
addition, we have visited and consulted with a few technical staffs of related 
departments of harbor bureaus and great shipping companies for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about air-pollution control from ships. A seminar of air-pollution 
prevention for ships has thereafter been held in order to collect all possible ideas form 
experts of the relevant fields. Finally, we have recommended suitable strategies to 
conform to the IM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ir-pollution prevention for ships, 
draw up revised suggestions for the current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ropose 
technical suggestions to control ship’s air-pollution. The achievements of this 
investigation are offered to ou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Universities, … etc for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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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前言

2.1  研究動機

本計畫書之內容係根據國科會永續會所規畫八十八年度環保科技學術
合作計畫（空污費）之重點研究課題：移動污染源組--船舶污染現況及改善
技術評估，顯示國內環保署、國科會等政府單位及社會各界已逐漸重視源
自於船舶的排氣對生態環境污染之嚴重性。

事實上如何增進海上交通安全及保護海洋環境一直是全球海運界所關
注最重要的兩項課題[1]；尤其因燃料費在航運成本中佔了極大的比例，使
得許多航商採用劣質殘渣重油作為燃料，以減輕成本負擔。這些劣質重油
因具高瀝青基、高黏滯性(可達 700cst)、高碳質、高含硫量(可達 5%wt)、低
著火性等特性[2-4]，經過船舶柴油主機、鍋爐、焚化爐燃燒後，所產生之
黑煙、粒狀物、氮氧化物（NOx）、未燃碳氫化合物（HC）、硫氧化物（SOx）、
一氧化碳（CO）、二氧化碳（CO2）等污染排放物尤其受到關切。由於船舶
燃油、主機大小、機型等均與陸上交通工具有很大差異，車輛排氣管制方
式不能完全適用於船舶，因此亟思如何制訂管制法規或改良污染防治技
術，以減少船舶排氣對大氣之污染[5]。

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簡稱 IMO）係聯合國
之下掌管海洋事務之專門機構，負責制訂各類海事國際公約，以管理船舶
航行、海難救助、船舶結構及設備等，其目的在維護海上交通安全，增進
航行效率，保護海洋環境。目前 IMO 已有 150 幾個國家為其會員國，是海
運界最具權威及影響力之國際組織。IMO 理事會下設有六個委員會，其中
之一的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arine Environment Pollution Committee, 簡稱
MEPC）專責防止船舶對海洋及大氣之污染，並制訂及審議有關之法規與條
文[6]。

隨著國際貿易之成長，穿梭於各國海域之船舶數量也隨之激增，對於
環境所造成之污染日趨嚴重，尤其是船舶海難之溢油事件。為防止船舶污
染環境，IMO 於 1973 年制訂了「一九七三年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1973），簡稱
MARPOL 73」。其後，又於 1978 年通過該公約之議定書（簡稱 MARPOL 
73/78），增訂有關船舶排放「油料」、「有害液體物質」、「污水」、「廢物」標
準之規定，現在已生效實施。各國政府依據該公約強制要求船舶安裝各項
規定之設備，同時對於在港口靠泊之所有船舶加強檢查及偵測，致使船舶
污染海洋之情形大為改善。除了海洋之污染外，近年來船舶對於空氣之污
染也成各國關注之重點。

MEPC 自 1988 年 3 月第 26 次會議即開始針對船舶排氣污染陸續展開檢
討的工作，其後歷經 1990~1997 年多次會議討論。去年（1997）9 月 IMO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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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大會，共有 59 個締約國、15 個地區、8 個國際組織及 29 個非政府組織參
加，討論各國所提出之各項有關防止船舶污染空氣之相關議題。9 月 26 日
通過 MARPOL 73/78 之 1997 年議定書（簡稱 MARPOL 73/78/97），詳細規定：
（1）船舶主機排氣中，NOx 削減技術及船舶裝置低 NOx 處理設備之可行
性；（2）經由降低燃油中硫含量或裝置去除 SOx 處理設備，以削減 SOx 排
放量；（3）排氣中揮發性有機物質（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之
削減技術；（4）使用 CFCs 冷媒及 Halons 之規定；（5）甲板上裝置焚化爐之
規定等[7,8]。該議定書將待 15 個以上之締約國批准，並且該些國家所擁有
之商船總噸位之總和達到世界船舶總噸位之 50%，即可生效實施。

MARPOL 73/78/97 對於防止船舶排氣污染規定之主要內容概述如下：

（1） SOx：燃油中硫成分之上限為 4.5%，在特定之海域則為 1.5%。
（2） 船用鍋爐：2000 年 1 月 1 日以後，船用鍋爐必須遵照 IMO 之指引

（Guild-line）操作，含有 PCB（Polychlorinated Biphenlys）及重金屬
等燃燒物必須管制。

（3） 臭氧層破壞物質：禁止排放破壞臭氧層的物質，以及使用含有破
壞臭氧層物質的設備；2010 年 1 月 1 日以後，禁止使用含有 HCFC
（Halogenated Chlorofluorocarbons）的設備。

（4） NOx：主機轉數（RPM）小於 130，NOx 應低於 17g/kWh；RPM 介

於 130~2000，NOx 應低於 45 x n(-0.2)g/kWh；RPM 大於 2000，NOx
應低於 9.84g/kWh。

（5） 船舶主機：
僅航行於本國水域主機馬力 非特定海域 不進入他國水

域
無國內規定 國內規定

130kw 以上 適用規定值2000 年至
生效日

130kw 以下 無規定值

主管機關自訂
除外

主管機關自訂
除外

130kw 以上 適用規定值 適用規定值 適用規定值生效後

130kw 以下 無規定值 無規定值 無規定值

適用國內規定

（6） 檢驗及發證：400 總噸以上船舶必須進行初次檢驗、定期檢驗（不
超過五年）及中間檢驗（臨時檢驗）。

（7） 檢查方法：

檢查內容 適用之測試方法 特別事項

一般 測試台測試預備檢驗

同型主機 測試台測試 樣本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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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檢驗
預備檢驗合格或持有
EIAPP 證書

參數檢驗法
簡易計測法
直接計測法

未接受預備檢驗 船上直接計測 不能適用同型主機之發證

預備檢驗後配備減低裝置 NOx 直接計測法
簡易計測法
監視裝置

預備檢驗後已調整或修正 NOx 直接計測法
簡易計測法

中間檢驗

定期檢驗

無調整或修正 參數檢驗法
簡易計測法
直接計測法
監視記錄

已調整或修正 NOx 直接計測法
簡易計測法

（8）NOx 排放之測試方法：
測試方法 內容 特徵 注意事項

測試台測試 設定主機馬力及轉數之測試
（規定燃油使用及空氣條件）

正確求得 NOx 排放

參數檢驗法 適用於已接受預備檢驗之主機
或在檢驗後已調整或修正零件

推算船上的 NOx 排
放方法且能進行簡
便之檢驗

超過規定值時不能適
用

簡易計測法 與測試台測試相同由廢氣排量
計算 NOx 排放量

適用於無法適用參
數檢驗法者

計測誤差較大

船上直接計測 在船上直接進行測試台測試 預備檢驗亦能適用

監視記錄 由 NOx 排放記錄作判定
參考 IMO Guild line

對於 MARPOL 73/78/97 未來將生效實施，部份國家已開始著手因應。
由於未來本國船舶在國外港口靠泊期間，可能被檢查或因不合 MARPOL 
73/78/97 之規定而遭取締；另外，各國船舶在本國港口停靠期間，也可能不
合 MARPOL 73/78/97 之規定，造成排氣污染。因此，各國必須增修相關法
規，一方面應加強本國船舶設備之改善，另方面對靠泊之各國船舶加強檢
查與監測。

日本目前正修訂相關之國內法規，例如：船舶 NOx 檢查步驟等。
MARPOL 73/78/97 之部分規定即出自日本之提議，包括：（1）航行於國內水
域之船舶，不論主機馬力，依各國國內法之規定，免除 MARPOL 73/78/97
之適用性；（2）航行於國內水域之船舶鍋爐，可於 2000 年 1 月 1 日之前免
除 MARPOL 73/78/97 之適用性[9,10]。

美國環保署於 1989 年提出船用引擎之排氣標準為：（1）粒狀物：0.54 
g/kWh；（2）Nox：9.2 g/kWh；（3）CO：11.4 g/kWh；（4）HC：1.3 g/kWh[11]。
另外，對於長堤港及洛杉磯港之間航行之船舶訂定 NOx 收費標準，排氣基
本費每噸 NOx 為美金 10,000 元。美國加州空氣資源局（California Air Resource 
Board, CARB）所訂定之 NOx 排放標準：使用中船舶引擎在 15%O2 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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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ppm，新船標準為 600ppm[12,13]。

我國現行對於船舶排氣污染之管制是沿用環保署於民國八十二年九月
一日修正發佈之「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八條之規定：「火車及
船舶排放粒狀污染物之標準，規定如左表：（一）允許主推進機推進動力
300KW 以上之船舶啟動時 20 秒內，300KW 以下之船舶啟動時 10 秒內，不
超過不透光率 60%。（二）目測不透光率 40%相當於林格曼二號。」[14]；
執行稽查之方式則依據環保署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一日公佈之「空氣污染防
治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四條之規定：「使用儀器檢查與目測逕行舉發公私場
所及交通工具排放之空氣污染物，由經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之人員為之。
前項目測，對公私場所及交通工具排放之粒狀污染物之判定，視同儀器檢
查。第一項之訓練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15]；若船舶排放空氣污
染物超過排放標準者，則依環保署八十二年二月十五日發佈之「交通工具
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第二條第三款之規定：「三：船舶：（一）總噸
位未滿一百總噸者，每次新台幣一萬元。」[16]。為因應 IMO MARPOL 73/78/97 
之生效施行，國內環保單位似乎可以檢討是否要增修訂管制船舶排氣污染
專用之排放標準、施行細則及罰鍰標準。

另外，在商港區域，總統於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修正公佈之「商
港法」第十八條規定：「在商港區域內不得為左列行為：四、其他妨害港區
安全及污染港區之行為。」另在同法第四十六條載明罰則：「違反第十八條
之規定者，處負責人或行為人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17]。可見現
行「商港法」仍未對靠泊船舶之空氣污染行為有較為明確之規範。基隆港
環境保護所於八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公告之「基隆港泊港船舶清潔、污染防
治須知」[18]第一條有關船舶冒煙之規定還是依據上述「交通工具空氣污染
物排放標準」第八條之規定為之。船舶以重油做燃油，排氣之成分複雜，
且主機機型龐大，上述法規僅以排煙之濃度做管制標準，是否適用來管制
船舶之排氣，值得深思。在本計畫中，將就國內這些現行法規條文進行檢
討，並研擬出具體的增修訂建議，提供給相關單位作為參考。

2.2  研究目的
由於船舶排氣污染對於全球環境生態之影響和對人體健康的危害，以

及 IMO MARPOL 73/78/97 未來可望生效，全球海運國家的船舶都將被要求
遵守該議定書之規定，我國為一海運國家，不可避免的將受議定書之影響
及衝擊，因此，實需及早提出因應之道。基於以上之認知，本計畫由林成
原教授召集具有柴油主機、燃燒及污染控制技術、船舶污染防治、商船運
輸、海事國際公約等不同專長領域的人員組成研究團隊，將以專長互補方
式分工合作，希望為我國環保及航政主管機關、港務局、航運公司等研擬
出因應之具體對策，並改善船舶對於台灣地區之空氣污染。

本研究小組召集人林成原教授專長柴油機、燃燒及污染控制技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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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用油燃燒特性、材料腐蝕特性等，已發表 20 篇英文著作於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Health , Part A、 Journal of Ship Research （Society of 
Naval Architects and Marine Engineers）、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Naval Architects 
and Marine Engineers, R.O.C.、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ros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等期刊。另外，林教授曾應邀規畫及撰寫國
科會工程處機械熱流學門燃燒領域中的「污染控制」及「柴油機」部份之
研究重點規畫書。

本計畫共同主持人林彬副教授為英國海洋事務博士，曾任商船大副及
船長多年，且曾執行多項交通部委託研究計畫案，包括運輸研究所委託之
「建立我國海上油污染防治能力與國際合作之研究」，熟知國內各港務局及
各大航運公司之作業方式。在本計畫中負責與各有關單位之連繫及調查訪
談工作。

協同研究人員彭勝利講師曾擔任航運公司輪機長多年，對船舶主機等
機艙設備甚為熟稔，也熟知各航運公司輪機技術之管理。在本計畫中負責
船舶控制空氣污染設備及技術之蒐集與研究。第二位研究人員邱啟舜先生
現擔任中國驗船中心驗船師兼公約組長，負責 IMO 各項國際公約之蒐集與
分析，為我國目前有關 IMO 之相關資料蒐集最完整者，與 IMO 及日本、韓
國、美國等 IMO 會員國之代表均有聯繫，並曾執行多項交通部有關船舶之
法規研擬。在本計畫中負責分析 IMO 有關 MARPOL 73/78/97 各次會議之
決議記錄，並蒐集與分析各國有關防止船舶排氣污染之相關法規及執行細
則。另一位研究人員林厥輝為商船系助教，具有日本東京大學之海運碩士
學位，在本計畫中負責日文資料之蒐集、翻譯及研讀。由於日本為世界重
要的海運國家之一，其造船數量及噸位均佔世界 40%以上[1]，因此，日本
對於防止船舶污染技術及法規之研究相當積極且成果卓越，其各項研究資
料將為本計畫之重要研究文獻。

由上述本研究小組成員之研究背景專長及在本計畫中所負責之工作分
配可知，本研究小組已具備執行本計畫所需之研究人力組合，相信必可順
利執行本計畫及獲致具體之研究成果。

2.3  預期目標

1. 提供本計劃所蒐集到之有關 IMO 限制船舶排氣污染國際公約之相關條文
及執行細則，美國、日本、歐洲等現行限制船舶排氣污染法規及細則等
資料給本國環保署空保處、交通部航政司、港務局、各大航運公司、海
事及環工、機械等相關研究機構或大專院校作為制定政策、法規或研究
之參考。

2. 提供有關控制船舶排氣污染之技術及設備資料給各大航運公司作為改善
其所屬船隊排氣污染，以符合 IMO 及各國防制船舶排氣污染之規定或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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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過對於各港務局及航運公司相關人員之實地訪查及問卷調查工作，可
多方面吸取各方對於改善本國船舶排氣污染之智慧、建議及看法和凝聚
增修相關環保條文之共識。

4. 經過座談會/研討會的召開，邀請海事、環保等產官學界人仕匯集一堂集
思廣益，當可提供國內因應國際削減船舶排氣污染之最佳看法及對策。

5. 研擬具體之本國限制船舶排氣污染因應對策，包括環保、港務、船舶等
相關法規及執行細則的增修建議，對於船舶符合 IMO 國際公約限制排氣
污染設備之要求建議，船舶使用適當排氣污染防制技術以符合國際公約
排氣標準之建議等等。以使本國能順利因應 IMO 防止船舶排氣國際公約
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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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文獻探討
3.1  前言

全球性經濟活動蓬勃發展，而且人口激增，公害問題從原來所謂空氣污染、
震動、噪音、水質污染、惡臭、土壤污染及地盤下陷等七大公害外，又加上廢棄
物及化學物質等複雜問題。

有關空氣污染，因近來石化燃料之大量消耗、化學物質之排棄、森林及耕地
之減少等使地球環境負荷甚大，終於超出地球本身之自淨能力及回復能力，而導
致臭氧層之空洞（Depletion of the Ozone Layer）、地球溫暖化（Green House 
Effect）、酸雨（Acid Rain）等全球性之環境問題。

空氣污染可依規模之大小分為全球性、區域性及局部性。使臭氧層空洞之氯
氟烴、海龍以及 N2O、CO2等導致溫室效應氣體（Green House Effect Gas）屬全
球性現象。夏季都市及郊外所發生之光學煙霧（Photo-chemical Smog）為 NOX

（NO、NO2）及 SO2 之化學反應生成物，屬局部性現象。此等氣體化學變化而
發生之酸雨將逾越各國國境而擴散成為區域性現象。成為局部性環境問題之污染
物質，其化學反應性頗強。反之，化學反應性愈弱物質滯留空中愈長，擴散而分
布極廣。表 3-1 表示各種污染物質及有關氣體在空氣中滯留時間及影響之程度。

表 3-1 污染物質及有關氣體在空氣中滯留時間及影響之規模

污染規模 污染物質及關聯氣體 空氣中滯留時間

NOX（氧化氮） 數日

SO2（亞硫酸） 數日局部性

NH3（氨） 數日

煙霧質（Aerosol）
區域性

酸雨（Acid rain）
數星期

CH3-S-CH3 (Dimethyle-sulfide) 0.75 日

COS (Carbonyl-sulfide) 2 年

CH4 (Methane) 7-8 年

CCl3F (Freon-11) 80 年

CCl2F2 (Freon-12) 150 年

CO2（二氧化碳） 120 年

全球性

N2O（亞氧化氮） 150 年

往昔對於船舶影響全球環境問題，除在港內或沿海區域外，大都視為遠離人
類生活圈外之問題，未曾積極顧及，但目前認為船舶對地球之負荷亦不可忽視，
與其他業界相同應採行動解決之道。於是乎國際海事組織之環境保護委員會於
1997 年訂定了防止船舶污染公約附錄 VI 之有關防止空氣污染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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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空氣污染所引起之環境變化

3.2.1  臭氧層之破壞 ─ 臭氧洞

3.2.1.1  臭氧洞（Ozone Hole）之發現

1973 年美國加州大學教授 Mario J. Molina 與 F. Sherwood Rowland 警告氯氟
烴使平流層臭氧空洞（Deplete Ozone in the Stratosphere）之可能性。1982 年日本
南極觀測隊發現 9 月至 10 月南極區域之臭氧量一時減低幾十百分比，於 1984
年 5 月及 12 月發表此種現象。經過幾個月後，英國南極觀測隊亦發表此種不正
常現象自 1970 年代初期開始發生，且愈來愈嚴重，推測起因於氯氟烴。此種事
實之發表帶給全世界極大衝擊。美國太空署（NASA）亦組織大型研究觀測計畫，
於 1986-1987 年間觀測認定臭氧洞之成因確為氯氟烴、於是乎引起各國之觀注，
1985 年於加拿大蒙特婁採納了〝造成臭氧層空洞物質之議定書（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以下對於臭氧層（Ozone Layer）之生
成、氯氟烴及海龍破壞臭氧使臭氧層空虛之化學、管制氯氟烴及海龍之因應措
施，以及其替代物略加說明。

3.2.1.2   對流層與平流層

地球之空氣溫度，如圖 3-1 所示，在對流層（Tropo-sphere，自地面至高度
15-18 公里）以每公里 6.5OC 之梯度隨高度上昇而降低至 210OK 左右。高度昇至
25 公里以上空氣溫度反而昇高至 50 公里高度左右。對流層頂（Tropopause，地
面上高度 15-18 公里）至高度 50 公里左右之平流層頂（Stratopause）間稱之為平
流層（Strato-sphere）。

在平流層頂上方之中間層（Meso-sphere）空氣溫度再度降低至高度 80 公里
左右之中間層頂（Mesopause）。當高度達 80 公里以上之熱層（Thermo-sphere），
空氣溫度又昇高。

3.2.1.3   平流層臭氧之化學

地球原始空氣之成分類似金星、火星大部分為 CO2。地球有海洋存在，海洋
中綠色植物受光合作用反應，從 H2O 及 CO2發生 O2，而其中一部分受來自太陽
之紫外線分解為 2 個氧氣原子（O），再與氧氣分子（O2）結合生成臭氧（O3）。
1930 年英國 Sydney Chapman 教授以光化學理論說明上述化學反應。空氣中含有
21%之氧氣分子 O2不吸收來自太陽之可視光線，僅吸收 242 nm 波長以下之紫外
線。此種短波長紫外線可達到平流層，因而

紫外線光（λ<242 nm）O2 O + O (1)

（M）O + O2 O3 (2)

（2）式為三體反應，M（大多為空氣中之 N2）將反應中之過剩能量帶走，以防
止逆反應。波長大於 242 nm 之長波長紫外線（230-290 nm）被 O3吸收而分解為

紫外線光（λ=230-290 nm）O3 O + O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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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大氣之壓力、溫度、臭氧濃度之高度分布概念圖

O 再依（2）式與 O2結合生成 O3，M(N2) 再接受熱能使附近空氣溫度昇高。O3

於熱力學上極為不穩定，與 O 結合而生成 O2

O + O3 2O2 (4)

（1）及（2）式生成 O3，（3）及（4）式表示 O3被分解而消滅。空氣愈上層 O2

愈稀薄，愈下層因紫外線減少故 O 愈稀薄。因此，O3生成與消滅速度之平衡即
決定 O3濃度之高度分布（圖 3-1）。此種反應稱之為 Chapman Mechanism。O2與
O3反復反應結果，平流層有大約 33 億噸之 O3存在，約 10 億噸存於高度 25 km
以上，其餘約 20 億噸即存在高度 25 km 以下，而保持平衡。地球原始空氣中之
CO2溶入海洋成為CaCO3結果化為礦石，而使空氣中CO2含量滅低為0.035%（350 
ppm）保持適度溫室效應（Green House Effect）。另一方面海洋中生物產生 O2結
果生成 O3漸堆積於平流層上空。據說地球生成時之臭氧層形成耗時達 30 億年之
久。臭氧層 O3 吸收來自太陽之紫外線保護地球上生物之生命。地球上生物呼吸
本身生成 O2，該 O2溫室效應保持適度氣溫。因地球保有如此良好環境，生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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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4 億年前始自海洋中出現地面棲息。

近年 O3濃度量測精確度提高，發現實測數值僅為 Chapman 理論數值之½ 左
右。1970 年代美國 Harold S. Johnstone 教授等認定 NOX以觸媒作用（Catalysis）
使 O3 消滅，其反應式如次：

NO + O3 NO2 + O2 (5a)

NO2 + O NO + O2 (5b)

（5a）+（5b）式相加，NO 及 NO2消去，即成為（4）式。於此過程 NO 及 NO2

不增減，亦即 NOX（NO 及 NO2之總稱）之作用僅作為觸媒（Catalyzer）。（5a）
及（5b）式反復繼續進行，稱之為氧化氮循環（NOX cycle）。

3.2.1.4   使臭氧層空洞之物質 ─ 氯氟烴及海龍

(a)  氯氟烴稱為甲烷（Methane, CH4）或乙烷（Ethane, C2H6）氫原子（Hydrogen, 
H）之一部分或全部以鹵素（Halogen）替換之氯氟化碳（Chloro-fluoro-carbon）
之 總 稱 ， 國 際 上 區 分 為 CFC （ Chloro-fluoro-carbon ）、 HCFC
（ Hydrogenerated-chloro-fluoro-carbon ） 及 HFC
（Hydrogenerated-fluoro-carbon）。氯氟烴具有對熱之穩定性、不燃性、對金
屬無腐蝕性、良好溶解性、電絕緣性及低毒性等優良特性，被稱之 20 世紀
之「優良化學物質」或「人類創造之幻夢物質」。氯氟烴之稱呼以其構成元
素數量附有稱呼號碼為國際所通用者，如圖 3-2 所示。1985 年蒙特婁議定書
之受管制氯氟烴有五種及海龍有三種，如表 3-2 所示。

表 3-2 管制對象之氯氟烷及海龍（1985 年蒙特婁議定書）

類別 名稱 化學式 沸點（OC）
臭氧

破壞係數
用途

氯氟烴-11 CFCl3 23.8 1.0
冷媒、噴射劑、發泡劑、
洗淨劑

氯氟烴-12 CF2Cl2 -29.8 1.0 冷媒、噴射劑、發泡劑
氯氟烴-113 C2F3Cl3 47.5 0.8 洗淨劑
氯氟烴-114 C2F4Cl2 3.5 1.0 冷媒、噴射劑、發泡劑

Group-I

氯氟烴-115 C2F3Cl -38.7 0.6 冷媒
海龍-1211 CF2BrCl -3.9 3.0 滅火劑
海龍-1301 CF3Br -57.8 10.0 滅火劑Group-II
海龍-2402 C2F4Br2 47.3 6.0 滅火劑

（註）臭氧破壞係數（ODP，Ozone Depletion Potential）。

(b)  迄至現時全世界排出 CFCs(氯氟烴-11、-12 及-113)總量已達約 2500 萬噸之
多，每年又新排出 100 萬噸以上。氯氟烴化學上極為穩定，空中滯留時間約
為 100 年，大部分堆積於對流層中，耗時 10 年始能穿過對流層，現今達到
平流層之氯氟烴僅占排出總量之 10%左右（200 萬噸），因此全面禁用

CFCS (Chloro-fluoro-carbon),
HCFCS (Hydrogenated-chloro-fluoro-carbon), and
HFCS (Hydrogenated-fluoro-carbon).

Carbon-hydrates  (CnH2n+2)

Methane  (CH4) Ethane  (C2H6)

H
│

H─C─H
│
H

H H
│ │

H─C─C─H
│ │
H H

HCFC －
HCFC －   X X X
HHF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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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氯氟烴之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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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100 年方得散失。氯氟烴到達地面上 30 公里以上高度之臭氧層即受紫外
線（波長 190-220 nm）分解產生 C∝。

CC∝3F C∝ + CC∝2F (6)

CC∝2F2 C∝ + CC∝F2 (7)

C∝原子與 O3結合又分離如（8a）及（8b）式連鎖反應破壞 O3。其餘之 CC∝2F
或 CC∝F2 亦與 O2 反應分解，最後全部 C∝ 排出於平流層。

C∝ + O3 C∝O + O2 (8a)

C∝O + O C∝ + O2 (8b)

據說，1 個 C∝ 將破壞 10 萬個 O3，於地面上 40 公里高度，（8a）及（8b）
式每分鐘完成 1 循環，1 個 C∝OX每天將破壞 1000 個以上 O3。圖 3-3 為
C∝及 C∝O 破壞平流層 O3 之示意圖及其化學反應。

C∝ + O3 C∝O + O2 (8a)

C∝O + O C∝ + O2 (8b)
紫外線

C∝O + HO2 HOC∝ + O2 (9)
（M）

HOC∝ OH + C∝ (10)
紫外線

C∝O + NO2 C∝ONO2 (11)

C∝ONO2 C∝ + NO3 (12)

C∝ + CH4 HC∝ + CH3 (13)

OH + HC∝ C∝ + H2O (14)

圖 3-3 平流層 C∝及 C∝O 破壞 O3之化學反應

(c)  原來臭氧層吸收來自太陽之有害紫外線而保護地球上生物之生命。如臭氧
層遭破壞，不僅射至地面之紫外線量增加，可能有人類未曾經驗之短波長有
害紫外線將到達地面。據 NASA（USA）預測，臭氧層濃度減少 1%到達地
面之紫外線量即增加 1.4~2.5%（平均 2%）。地面紫外線量每增加 1%人體發
生皮膚癌比率即增加 0.5~2.0%（平均 1%）。又臭氧層濃度每滅少 1％，皮膚
癌發生率即增加 0.7~5.0%（平均 2%）。紫外線量之增加，易造成白內障、角
膜炎等視力障礙，另遺傳因子或細胞亦受影響，而發生異變現象。

(d)  現在 CFCs 使臭氧層空洞並非屬於理論上假設，已以十分可信之科學憑據證
明實際在平流層進行之事實。NASA（USA）於 1992 年 2 月 3 日發表北半
球臭氧層觀測結果，平流層臭氧顯著減少地域不止為北極圈，已擴大至
London、Moskva 等北緯 50 度附近，又發現住民受有害紫外線罹患皮膚癌症
或農產物發生不正常等現象。美國會上議院已於 1992 年 2 月 6 日以 96 票對
0 票決議要求美政府提早全面禁用使臭氧層空洞之物質，而美政府公布迄
1996 年達成目標。Denmark 政府公布 1999 年底為止全面禁用，日本政府以
1995年底為目標通告業界全面禁用。是以CFCs全面禁用已成全世界之共識。

C

∝
C∝O

C∝O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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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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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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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溫室效應

3.2.2.1   地球溫暖化 － 溫室效應

金星（Venus）為超過 400OC 之炙熱地獄，月球為寒、暑兩極之世界，在太
陽系行星（Planet）中唯有地球保持適溫能維持生物生命。而地球以具有溫度調
節機能之大氣圍繞，保護地面。來自太陽之短波長紫外線及可見光，除到達地球
前由雲層等反射者外，約有½ 以上穿過大氣層而達地球表面。地面因而暖化，再
以所謂紅外線之幅射熱反射回太空。但該等熱量回太空前大部分被水蒸氣吸收儲
留於大氣層內，結果地球溫度即由射入地球之太陽熱與射回之幅射熱之平衡而
定。近年所謂地球溫暖化係指射回太空之幅射熱滅少，而溫度逐漸上昇之現象。
如此儲留於大氣中溫暖地球之現象稱之為「溫室效應」（Green House Effect），產
生溫室效應現象之原因為二氧化碳（CO2，Carbon-dioxide）。CO2 吸收特定波長
之紅外線致使幅射熱無法射回太空，大氣溫度因而上昇。是以 CO2 稱為「溫室
效應氣體」（Green House Effect Gas）。

3.2.2.2   CO2 發生量與濃度變化

CO2生成自含碳物質（石化燃料、木材、紙、薪炭等）之燃燒、生物呼吸之
代謝、有機物質之腐爛或發酵、火山噴出岩漿或岩石風化等，然因植物之光合作
用而消耗一些。又大氣與海洋間 CO2 藉海面而行交換。現時大氣中 CO2 量估算
為 7000~7400 億噸碳（C 為碳重量，CO2 重量為碳重量之 3.7 倍），每年約增加
0.4%。CO2增加之原因，主要為石化燃料之大量消耗及森林之破壞。大氣中 CO2

濃度，於產業革命（1760~1830 年）以前約為 280 ppm，1986 年增為約 346 ppm
而以 1.1~1.3 ppm／年比率增加之。除 CO2外，尚有 CH4、N2O、CFCs 等溫室效
應氣體亦在增加中。假如溫室效應氣體以現今比率增加，於 2030 年即達相當於
CO2濃度 630 ppm 之程度。以石化燃料燃燒，為得 1 kCal 熱量時，所發生之 CO2

量，煤炭為 0.1gc、石油為 0.08gc、天然氣為 0.057gc。其比率大約為煤炭 5、石
油 4、天然氣 3。1986 年石化燃料燃燒而產生 CO2量，在世界上總計為 53.7 億
噸碳，其內容如表 3-3 所示。又石化燃料發生 CO2 量之變遷如圖 3-4 所示。

1986 年統計表 3-3 石化燃料燃燒引起之 CO2排出量 （單位：100 萬噸碳）
天燃氣 石油 煤炭 共計 比率（%）

1. 美國 222.9 531.1 437.7 1191.7 22.2
2. 蘇聯 285.6 335.0 371.9 992.5 18.5
3. 中國 7.3 77.7 447.3 532.3 9.9
4. 日本 22.2 147.8 76.3 246.3 4.6
5. 西德 23.1 77.1 82.4 182.6 3.4
6. 英國 29.6 53.0 81.7 164.3 3.1
7. 印度 2.8 32.7 104.4 139.9 2.6
8. 波蘭 5.3 11.8 105.3 122.4 2.3
9. 加拿大 28.7 50.3 24.8 103.8 1.9

10. 法國 15.2 56.9 23.1 95.2 1.8
世界總計 827 2297 2250 5374

另一方面，CO2受光合作用而為森林樹木所吸收估算為 500 億噸碳／年，近
年因森林受損使吸收 CO2 之能力減低。以薪炭作為燃料燃燒，又促進土壤有機
物分解，大氣中 CO2濃度逐漸增加。熱帶地區每年消失 1130 萬公噸熱帶林所引
起之 CO2增加估算為 10~26 億噸碳／年。圖 3-5 示於夏威夷 Mt. Mauna Loa 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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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CO2量經年變化。1985 年之 315.5 ppm CO2以約 1.1 ppm／年比率在增加，1986
年達 346 ppm。該期間石化燃料消耗量估算為 117 兆噸碳（Gtc），換算為 CO2濃
度為 53.7 ppm（2.18 兆噸碳 = 1 ppm CO2），故 CO2增加量相當於石化燃料排出
總量約 58%。據南極冰床分析結果得知 CO2濃度從 18 世紀中期即開始增加，如
圖 3-6 所示，該時濃度為 275~280 ppm，然而石化燃料之消耗僅僅為最近 100 年
之事，1940 年以後消耗量驟增，因此 CO2 濃度之增加，石化燃料之消耗雖為因
素之一，但非為全部原因。工業革命以後北半球大規模之森林砍伐而發生之 CO2

總生成量大約估算為相等於自石化燃料燃燒而生成之 CO2 總量 200 兆噸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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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石化燃料發生之 CO2 量之變遷
Marland G. et al. : Estimates of CO2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Burning and Cement Manufacturing 

Using the United Nations Energy Statics, CDIAC NUMERIC DATA COLLECTION (1988)

圖 3-5 Mt. Mauna Loa (Hawaii) 所觀測 CO2 濃度之經年變化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Changing, Climate,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 D.C.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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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過去 220 年間大氣中 CO2 濃度之變化
A. NEFTEL et al.: Nature, 315, 45 (1985)

圖 3-7 碳之地球化學循環（Global Carbon Cycle），
粗體數字表示各該物儲存量 × 1015 tC，

斜體數字為 × 1015 tC／年
J. A. Eddy et al. : Global Change in the Geo-sphere-Biosphere, National Academy (1986)

3.2.2.3  CO2 排出源與吸收源

依據近來各家學說，海洋質量為大氣之 270 倍，熱容量為 1100 倍，CO2儲
存量為 50 倍。又生物界之 CO2儲存量為大氣之 3 倍。近年石化燃料平均排出 5.6
兆噸碳／年，生物排出 1.8±0.8 兆噸碳／年，因而排出大氣總量為 7.4 ± 0.8 兆噸
碳／年，其中約 45%殘留於大氣中，其餘 55%是否為海洋所吸收，目前尚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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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論。

圖 3-7 為地球之碳循環示意圖，係一學說之模式圖。而 CO2之發生及吸收之
平衡問題目前科學家仍繼續研究中。

圖 3-8 氣溫與 CO2 濃度之關係
J.M. BARNOLA et al. : Nature, 329, 408(1987)

圖 3-9 過去 100 年全球平均地面氣溫變化
J. HANSEN & S. LEBEDEFF: Geophys. Res. Letter, 15, 323(1988)

3.2.2.4  CO2 與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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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為從南極冰分析之氣溫與 CO2 濃度之關係。

CO2 濃度與氣溫大致有同期變動之關係，但兩者間之相互影響未明。圖 3-9
為過去 100 年全球平均地面氣溫之變化，由此可知：

(1) 年平均氣溫以 3 年左右為周期有大變動，其變動幅度約為 ±0.2OC。

(2) 以 5 年移動平均，計算 10 年溫度上下變動：20 世紀初為低溫，1920 年開始
上昇，1930~40 年為高溫期，1950~60 年又下降，1970 年代後半期開始急速上
昇，幅度為±0.2OC。

(3) 除上述部分變動外，全期間可看出溫度走向上昇趨勢。100 年間上昇幅度為
0.4~0.5OC。

CO2濃度與氣溫變化，現時尚無法以定量說明，因海洋熱容量頗大，CO2濃
度之增加未必立即致使氣候大變動。據現今比較可靠之模式（Model）計算，CO2

及其他溫室效應氣體濃度增加，在 22 世紀初期全球平均氣溫估計上昇 3~7OC。

3.2.2.5 氣候溫暖化與不正常氣象

地球溫暖化之平均氣溫上昇，在 21 世紀中期估計為 3OC 左右。假設地球平
均氣溫上昇 1.5~4.5OC 時，可想像地球上將有激烈變化，其大致情形如下：

(1) 海水膨脹及冰山熔化而使海面上昇。現今以檢潮器量出之相對海平面
（Relative Sea Level）上昇比率為 2.4 ± 0.9 mm／年，估算屆時海面昇高
26~165 cm。

(2) 農耕地帶移動。地球平均溫度上昇，平均降雨量隨之增加，北半球中緯度之
降雨帶向北極方向移動，北美洲穀倉地帶之土壤水分減少 30~50%而農地荒
廢。位於較北方之加拿大、蘇聯（獨立國協）等國可能出現新穀倉地帶，日
本稻作限界往北移可能帶來米穀增收。因此農產品貿易將有變化，而發生國
際上新糾紛。並且農地急速轉換將造成糧食危機。

(3) 大氣與海洋之交換受氣溫上昇及海面昇高，水分蒸發及氣流受影響，導致種
種氣象不正常。

(4) 地球平均溫度上昇，害蟲過冬較易，導致害蟲及疾病較多。

3.2.2.6  CO2 問題對策之因難

現代文明社會人類經濟活動依賴石化燃料甚深。工業革命以後，工業急速發
展及維持世界人口增加，完全受惠於以石化燃料為基本之能源體系。石化燃料之
消耗增加大氣中 CO2 濃度而導致地球溫暖化。因此 CO2 問題與能源問題息息相
關。

(a) 日本東京大學茅陽一教授（ Prof. Yoichi Kaya）於 1988 年在 IPP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會議指出；大氣中 CO2濃度受
經濟成長率、能源節省率及能源變換率等三種因素影響。其中能源節省率及
能源變換率除非大幅技術變革，達成目標有限。總而言之，CO2 之排出與經
濟成長率得以簡單等式表示之。假如 CO2排出量增加率 1.7%／年時，經濟成
長率得維持在 2.6~3.2%／年，2030 年大氣中 CO2濃度即增至工業革命前之 2
倍（約 550 ppm）。假如 CO2排出量增加率抑制為 0.1%／年時，CO2濃度為 2
倍之時間得拖延至 2090 年，但經濟成長率即降至 1.0~1.6%／年。此為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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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問題之困難處。

(b) 全球性碳循環（Global Carbon Cycle）及 CO2量之收支問題未見有科學上之
確證，地球溫暖化之程度與時期、溫暖化引起之氣候變化、涉及環境與經濟
之影響例如農林業、能源、水資源、土壤資源、土地利用等有關聯之評估尚
得進一步研究。

(c) 另一方面，國際上提高關心防止地球溫暖化，於 1988 年 6 月假加拿大多倫多
舉行「有關大氣變動之國際會議」討論迄 2005 年世界 CO2排出量抑制為 1988
年之 80%水準，擬以能源供給及利用雙方各滅少 10%為行動目標。若能源利
用效率提高 1.5%／年，CO2即得減低 10%。因 CO2問題涉及經濟發展，故先
進工業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爭執，加上美國節省能源態度消極，致使 1992
年 4 月於美國紐約舉行之會議作出迄 2000 年 CO2排出量抑制為 1990 年水準
之消極決議。最後，於 1998 年 12 月假日本京都制定了地球溫暖化議定書，
以限制各國產生 CO2 之量，預測在不久之將來生效施行。

3.2.3  酸雨 － SOX及 NOX

3.2.3.1   酸雨（Acid Rain）之歷史、成因及災害。

(a) 世界最初受到廣大空氣污染洗禮為英國，依賴煤炭為燃料之英國大都市或工
業地區，17 世紀已發生煤煙或硫氧化物災害問題。經過工業革命之 18 世紀
後半期空氣污染更為嚴重，1873、1880、1882、1891 年連續發生嚴重倫敦煙
霧（London Smog），死傷慘重。1930 年白耳其、1948 年美國賓州、1950 年
墨西哥等地亦發生犧牲者。1950 年代北歐湖沼、土壤酸化，1960~1970 年代
酸雨增加。1970 年前半期發現歐洲各國間空氣污染物質之長距離傳送，酸雨
被認為起因於此。1973 年舉行第 1 屆國際環境會議以後，跨國之酸雨成為社
會、政治問題，現已成為全球性之環保問題。

(b) 空氣污染物質長時間長距離運送，經化學反應引起種種形態之空氣污染。氧
化硫（SOX，Sulfur Oxides）、氧化氮（NOX，Nitrogen Oxides）、碳化氫（RH，
Hydro Carbon）經反應，於大都市、工業地區先引起二氧化氮（NOZ）污染，
再引起光化學臭氧（O3）或 PAN（Peroxyacyl-nitrate）等酸性氣體之空氣污染。
反應再進行，經粒子化過程，引起 aerosol 或 mist 之微粒子污染。此等物質
除直接沉著於地面植物（乾性沉著）外，在雲、霧中反應變成酸性之雨、霧
降下地面（濕性沉著）。圖 3-10 為酸雨發生之機構。酸雨為 5，6 pH 以下之
雨（純水 pH 為 7 之中性，其定義為 [H+] = [OH-] = 10-7 mal/l。而 pH = - log 
[H+]）。圖 3-11 為日常所接觸之酸性、鹼性之比較。圖 3-12 為日本東京灣至
長野縣間 SOX及 NOX長距離輸送全路徑 24 小時之收支，可看出 SOX及 NOX

在大氣中反應之情形。

(c) 酸雨中國大陸稱之為「空中鬼」，其災害涉及人體、土壤、湖沼、植物、建築
物等甚廣範圍，受害地區泛蓋歐洲、北美洲、中國大陸、東南亞、日韓等國，
圖 3-13 至 3-17 為世界主要受害地區之狀況。

(d) 世界各國之 SOX及 NOX總排出量，世界各國之大氣環境基準如表 3-4 及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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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酸雨發生之機構
『大氣污染學會誌』1988 年 10 月參照。

圖 3-11 日常所接觸之酸性、鹼性
原宏『酸性兩』（「大氣污染學會誌」第 26 卷第 1 號，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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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污染物質 SOX、NOX 24 小時之收支例

為河川湖沼已酸化之地域
圖 3-13 歐洲酸雨之狀況（1985 年，數字為 pH）
Co-operative Program for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 

Long-Range Transmission of Air Pollutants in Europe.

為河川湖沼已酸化之地域
圖 3-14 美洲酸雨之狀況（1985 年，數字為 pH）

Pacific Northwest Laboratory.

圖 3-15 1982 年 8 月中國酸雨之分布
Air Pollution and Acid Rain in China, 

AMBIO, Vol. 15, No.1

圖 3-17 韓國及（1989 年之平均值，左）馬來西亞
酸雨狀況（1987 年，右）數字為 pH
『大氣污染學會社』第 26 卷第 1 號,1991

圖 3-16 日本酸雨之分布（數字為 pH）
日本環境廳第一次酸性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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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世界各國之 SOX及 NOX總排出量（單位：萬噸）
國名 年份 SOX NOX

舊蘇聯 1989 2500 -
美國 1990 2000 1950
中國 1989 1564 600
英國 1988 380 264
加拿大 1986 367 194
舊西德 1986 222 297
舊東德 1989 513 95
波蘭 1989 437 177
捷克 1989 280 95
意大利 1984 223 153
法國 1986 158 70
韓國 1989 135 84
匈牙利 1989 130 30
日本 1989 83.5 117
泰國 1984 31 13
瑞典 1986 28 29
挪威 1986 11 18

註：UNEP，OECD，其他各國資料

表 3-5 各國之大氣環境基準
國名 1 時間 1 日平均 1 年平均

日 本 0.1 0.04
美 國 0.14 0.03
西 德 0.05
加拿大 0.06
瑞 典 0.25
意大利 0.15

SO2

(ppm)

韓 國 0.15 0.05
日 本 0.04 (0.02

~0.06 ~0.03)
美 國 0.05
西 德 0.04
加拿大 0.10

NO2

(ppm)

芬 蘭 0.10
日 本 200 100
美 國 260 75
加拿大 120
芬 蘭 150
法 國 350

浮遊粉塵
(λg/m3)

意大利 300

3.2.3.2   光化學煙霧

NOX成為光化學煙霧（Photochemical Smog）之原因。其化學反應如下：

       NO2 +  hv
      （紫外線）

NO + O (15)

             O + O2
  O3
（臭氧）

(16)

           O3 + NO NO2 + O2 (17)

      O3 +  HC
      （碳化氫）

   RCHO   + RCO2
（乙醛，Aldehyde） （反應基）

(18)

         RCO2 + NO NO2 + RCO
       （反應基）

(19)

     RCO + NO2 + O2
RCO3NO2
(Peroxyl Nitrate)

(20)

通常 Ozone、Aldehide、Peroxyl Nitrate 等總稱為 Oxidants。

3.3 防止船舶空氣污染國際公約

4      
3.3.1 防止船舶空氣污染國際公約之沿革

有關船舶之空氣污染在對制訂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MARPOL 73/78）
時，並未成議論之對象。但由於波羅的海（Baltic Sea）沿岸諸國之酸雨災害嚴重，
在 1987年第二屆「海洋之安全及海洋與空氣污染」國際會議，針對航行北海（North 
Sea）沿岸諸國船舶之空氣污染予以討論。同時希望 ISO 制訂防止空氣污染之船
用燃油規格。

於 1988 年 IMO 第 26 次海洋保護委員會（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以下簡稱 MEPC）檢討挪威之提案（MEPC 26/12），開始涉及船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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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挪威及波羅的海諸國等於 1989 年之第 27 次 MEPC 委員會提出具體
提案，以開始實質討論，並將此船空氣污染問題列入長期計畫，嗣後 1990 年之
第 29 次 MEPC 會議列入為優先討論議題之一。

又 IMO 派員出席 1989 年 4 月之巴黎 ISO 82/7 W.G.，盼減低船用燃油規格
中之硫黃含量。ISO 承諾俟 IMO 具體規定決定後納入 ISO 8217 規格中（ISO 
8217-1987 之 RM-25 及 RM-35 兩種船用燃油規格之硫含量規定值為 5%）。

1985 年在蒙特婁採納聯合國環境計畫（UNEP）之〝破壞臭氧層議定書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該議定書於 1988 年經二十
國批准後生效。另於 1990 年 6 月在倫敦舉行第 2 次蒙特婁議定書締約國會議採
納修正案，並知悉現行規定對臭氧層保護並不充分，應對議定書再予修正。

1990 年 11 月第 30 次 MEPC 委員會北海周圍各國以共同提案之方式，提出
NOX、SOX、CFC 等空氣污染物之削減目標及達成目標期限供討論，最後大致決
議如表 3-6。並草擬一項大會決議案，決定將船舶防止空氣污染以 MARPOL 新
增附錄之方式列入 MARPOL 中。

表 3-6 船舶之空氣污染物質及其削減目標與達成目標期限
空氣污染物質 削減目標 達成目標期限

現行水準之 80% 迄 1993 年
現行水準之 15% 迄 1997 年CFCs
全面禁用 迄 2000 年
現行水準之 50% 迄 1995 年

Halon
全面禁用 迄 2000 年

SOX 現行水準之 50% 迄 2000 年
NOX 現行水準之 70% 迄 2000 年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現行水準之 70% 迄 2000 年
焚化爐排氣 排放標準符合 IMO 制訂書 迄 2000 年

然而，於 1991 年 7 月第 31 次 MEPC 委員會，慮及 NOX及 SOX之現行排出
情況不明，且對硫含量之控制影響成本至鉅，而將 SOX及 NOX削減目標及其期
限刪除。決定在 BCH 小委員會站在經濟及技術立場上以比較廣泛眼光重新檢討
有關 SOX及 NOX之削減措施，以及燃油品質之管制等問題。

另外是次會議亦論及海龍及氟氯烷之問題，以配合蒙特婁議定書。

1991 年 10/11 月 IMO 第 17 次大會採納了決議案 A.719(17)，要求海上環境
保護委員會及海上安全委員會在下述方面進行合作：

l 收集並評估有關機器廢氣與貨物釋放之現有資料，俾制定一船舶所
造成的空氣污染量之基準量。收集並評估有關減少有害釋放之現有技術
之資料；

l 根據蒙特婁議定書之目標，制定減少消耗臭氣之含氟氯烷在船上之
使用及消耗之實施計畫與時間表；

l 採取任何廢除在船上使用海龍（除〝必須使用〞者外）所必須之進
一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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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制定有關減少因船舶機器與貨物裝卸作業所造成空氣污染之要求；
l 制定就環境方面而言之燃油品質要求，減少含硫量，禁止使用化學

廢物有意污染燃油；
l 制定焚燒垃圾及其他船生廢物之環境標準；
l 擬定 73/78 年防止船舶污染公約之新附錄，供審議通過；
另敦促各國政府採取必要步驟實施防止船舶造成空氣污染之下列措施，無需

等待制定國際規則：

(a) 含氟氯烷

在 1992 年 11 月 6 日以後安放龍骨或達到類似建造階段之船舶上應禁
止使用在固定之冷藏與空調設備和裝置上臭氧消耗量大於 5% R-11 之
含氟氯烷。

從 1992 年 11 月 6 日起，禁止在其他船舶之該種新裝置中使用含氟氯
烷。

(b)  海龍

在 1992年 7 月 1日以後安放龍骨或達到類似建造階段之船上禁止在船
舶消防裝置中使用海龍（除〝必須使用〞者外）。

從 1992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在其他船舶之該種新裝置中使用海龍。

從 1992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在船上進行海龍消防系統之全面測試。

(c)  廢氣

從 1992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在船用燃油中摻入化學廢物。

減少氧化硫及氧化氮在廢氣中之釋放量。

鼓勵旨在研制廢氣除硫之適用於船上設備之研究活動。

(d)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應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之釋放。

1992 年 3 月第 32 次 MEPC 委員會，美國指摘在 BCH 小委員會未將其他燃
料列入考量，英國及 ICS 則指出可用木酒精（Methanol）之替代燃料，決定列入
新附錄中，在下次 BCH 小委員會中列入優先考慮討論。另 BCH 之作業由於資料
不足而延緩，已取得共識，下次再行討論。對海龍使用於「必須使用」亦予以討
論。

1992 年 9 月第 22 次 BCH 小委員會僅就第 35 次 DE（設計）小委員會所制
訂之焚化爐設備標準，作為 MARPOL 73/78 附錄 V 之準則作成結論，提第 33 次
MEPC 委員會採納。

1992 年 10 月第 33 次 MEPC 委員會，就 BCH 請求檢討 NOX、SOX、VOCs
之規定之必要性，無異議通過，由於從船舶排出廢氣之基礎資料不完備，同意新
附錄制定作業延緩二年。

1992 年 7 月第 34 次 MEPC 委員會後接著 BCH 作業委員會之報告，其審查
內容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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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臭氧層破壞物質：

海龍之禁用僅適用於滅火，由於破壞海龍技術未發現，在收受制度及貯存庫
未設之前，不限制全面禁用。而氟氯烷限制由於陸上尚未實施，只規定船舶不准
用並不合理，暫不列作新附錄中。

(b)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同意以港灣為基準之區域性予以規定之，規定區域由關係國指定之，並向
IMO 通報指定港、規定對象物質及規定對象船舶。

(c)  焚化事項

l 在海上不得焚化附錄 II 及 III 所列物質之污染廢棄物，包含重金屬
廢棄物。一般航行所生廢油則可焚燒。

l 新製造之焚化爐應符合第 33 次 MEPC 委員會所採納之標準，對廢
油專用者，應修正該標準。

(d)  規定對象

規定原則適用於所有船舶，檢查對象船舶尚未取得共識。

1993 年 9 月第 23 次 BCH 小委員會，對下列事項取得共識：

(a)  SOX規定

l 船用燃油所規定之含硫量，其區域性規定，國際上應統一規格；
l 區域性之具體規定值，今後再行檢討（議場以提議含硫硫量 1.5% 以

下獲最多認同）；
l 全世界有統一含硫量規定應繼續檢討。

(b)  NOX規定

l NOX減少排放為全世界之工作；
l 新引擎依機器特性訂定規定值，引擎改良時應比照之；
l 規定值之修正在新附錄生效後每五年檢討一次，最後達每種機器之

要求標準相同；
l 具體之技術要求，仍由對應工作小組繼續檢討。
1994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4 日 BCH 小委員會召開中期會議（有關大氣污染

問題）針對 SOX及 NOX各國熱烈討論，隨後之第 35 次 MEPC 委員會，就生效
日期及生效程序問題予以討論。

1994 年 9 月第 24 次 BCH 小委員會，針對 MARPOL 新附錄，主要對 NOX

及 SOX規定予以審查，並討論 NOX及 SOX規定之適用對象，其中對燃油之含硫
量有主張不超過 5%者，亦有主張 3.5%者，並提出對特別海域之含硫量不超過
1.5%之議題，但未定案。

1994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4 日第 36 次 MEPC 委員會，對新附錄生效程序，
決定在 MEPC 第 37 次會議以工作委員會方式先行檢討，再提出討論。而對新附
錄條文內容之查對則按美國所提出者為藍本，由對應工作小組予以檢討。

1995 年 9 月第 37 次 MEPC 委員會，認識到新附錄在本世紀前生效實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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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方式有二種方案供選擇（Legal frame work 工作委員會所定者）。新附錄預定
在 MEPC 38 定案，且預定在 1997 年 3 月採納，對燃油之含硫量各國主張並不相
同，5%、4~5%、4%、3.5%~4%、3.8%、3.5% 均有支持之國家。而 NOX規定之
適用基本上不溯既往，對 NOX 排出規定值，為達成規定值之檢查，以德國之提
案為藍本，由對應工作小組另行研議。是次會議亦對燃油品質予以討論。

1995 年 11 月第 19 次大會決定新附錄 VI〝防止船舶大氣污染〞將於 MEPC 38
結案，並在 1997 年 3 月召開 MEPC 39 及 MARPOL 締約國外交會議。

1996 年 7 月第 38 次 MEPC 委員會，原預定在本會議對防止船舶大氣污染之
新附錄 VI 條文定案，並於 1997 年 3 月召開外交會議採納，然尚留有甚多問題需
進一步討論，故延期半年。爭議點有新附錄之生效門檻、燃油之含硫量、NOX

技術章程、NOX規定之適用引擎、與 NOX排出有影響因素之紀錄簿、有關 NOX

排出性能之技術資料及鑽油平台及鑽採井之 NOX規定等，均得進一步討論。

1997 年 3 月第 39 次 MEPC 委員會，針對前次所留下之問題大部分予以定案，
並將在 1997 年 9 月所召開之外交會議中採納。

1997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6 日假國際海事組織倫敦總部召開 1973/1978 防止
船舶污染國際公約締約國會議，最後審查該公約新附錄 VI 及其相關之 NOX技術
章程，稍作修正後，終於採納定案，其內容詳下節所述。

表 3-7 為從 1988 年起 IMO 締約國及非政府組織團體提供有關防止船舶空氣
污染議案或資料之詳情，從該表可知制定 MARPOL 新附錄 VI 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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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1/6) 各國提出給 MEPC 及 BCH 之有關空氣污染資料
26/22 Norway Proposal that IMO include the topic of air pollution from ships in 

the MEPC’s work programme.MEPC
26th Session 
Sep., 1988 26/INF. 30 Norway Expands on proposal contained in 26/22 and identifies areas to be 

addressed.

27/6/2 Norway
“Improved Standards for Heavy Fuel Oil.” Proposed a desirable 
upper limit of sulphur content of 1%. Calls for reduction in sulphur 
dioxide emissions.

MEPC
27th Session 
March, 1989

27/6/3 Baltic States Proposes IMO/ISO develop an improved F.O. quality standard and 
measures to reduce exhaust emissions.

29/18 Norway

“Exhaust Emissions from Ships – A Global View”. A 
comprehensive report containing global estimates of the input of 
air pollutants attributable to ships. Inputs of NOx and Sox 
estimated in tonnes/n. mile/year are detailed for ocean trade routes 
and N.W. Europe.
Paper also briefly examines available techniques for reducing 
emissions.

29/18/1 Baltic States

Helsinki Commission paper. Highlights overall decline in quality 
of marine fuel oils. Calls for ISO 8217 to be amended to include 
environmental quality factors. MEPC requested to consider other 
measures such as combustion control, exhaust gas scrubbing.

29/18/2 Friends of the Earth
Proposes that air pollution from ships be controll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Annex to MARPOL 73/78.
Bulk of paper concentrates on CFC and Halon control measures.

29/18/3 Norway
“Emission of Ozone-Depleting Substances”. Proposals for limiting 
CFC and Halon emissions. Paper contains estimates for pool stocks 
and emissions.

29/18/4 Norway

“Actions Concerning Air Pollution from Ships.” Paper summarises 
content of two other Norwegian submissions to the 29th Session. It 
concludes that emissions of Sox and NOx are a significant problem 
and proposes that MEPC develop target levels and dates for 
reduction.

29/18/5 Kuwait

Paper expresses caution ref. Proposals to reduce the sulphur 
content of marine fuel oils. Annex to paper provides cost estimates 
for low sulphur fuels indicating increases in the range of between 
$11 and $12 per tonne.

29/18/6 Norway

“Status Report on the work with F.O. Quality.” Annex’d to the 
paper is a detailed report on global SOx emissions, survey of 
availability of low sulphur fuel oils and estimations of amount of 
sludge generated due use of existing quality fuel oils.

29/INF. 7 Norway
“Exhaust Gas Emission from International Marine Transport.”
Copy of report prepared by Marintek providing estiamtes of global 
emissions attributable to marine transportation activities.

29/INF. 9 Friends of the Earth Report on shipboard use of CFC’s and Halons.

MEPC
29th Session 
March, 1990

29/INF. 11 Secretariat
Texts of Protocols to the 1979 Convention on Long-Rang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 ref. Sulphur and nitrogen oxide 
emissions.

30/14/1 International Container 
Lessors

Requests that IMO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controlling marine 
reductions of CFC’s agreed under the Montreal Protocol.

10/14/2 North Sea States

Paper refers to final declaration of the Third Ministerial 
Conference and proposes that IMO should: -
‧regulate to reduce Sox marine exhaust emissions by 50% by 

2000;
‧develop with ISO a revised F.O. quality standard containing a 

maximum permitted sulphur content (one and a half percent);
‧Act to reduce NOx emissions by applying BATNEEC;
‧Regulate to reduce VOC emissions from cargoes by 70% by 

2000; and
‧Regulate to reduce CFC’s and Halons as per Montreal Protocol.

30/14/3 Friend of the Earth Further proposals regarding development of a new air pollution 
Annex to MARPOL 73/78.

30/14/4 Norway

Paper contains Norway’s proposals for more extensive measures 
than those proposed in the North Sea States submission ref.
Reduction of NOx emissions and prohibition of CFC refrigeration 
plans and Halon fire-fighting equipment.

30/14/5 Secretariat Outcome of FP 35 discussions ref. Controlling use of Halons.

MEPC
30th Session 
November, 

1990

30/14/6 Baltic States Proposal that IMO work with ISO to develop revised F.O. standard 
and also develops air pollution Annex to MARP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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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2/6) 各國提出給 MEPC 及 BCH 之有關空氣污染資料

30/14/7 United Kingdom

“Fuel and Lubricating Oil Quality”
Provides review of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marine fuel oils. 
Recognises that any changes in fuel oil quality requirements wil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manufacturers and supply.
Proposed that before any measures are developed, potential 
environmental impact should be properly assessed.
As a preliminary, a study to establish actual quality of fuels and 
future industry trends is proposed.

30/14/8 United Kingdom Test bed and operational assessment of marine exhaust contribution 
to atmospheric pollution.

30/INF. 17 Secretariat
Text of conciusions and draft recommendations of the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Workship on Emissions from 
Ships.

30/INF. 19 Norway
“Air Pollution from Ships – What is being done?” Provides brief 
details of Norwegian research activities ref. Marine exhaust 
emissions.

30/INF. 20 Secretariat Text of Helsinki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s on measures to 
reduce emissions of CFC’s from ships.

30/INF. 21 Norway
“Emissions of VOC’s from Crude Oil Loading”. Provides 
estimates of annual input of VOC’s from crude oil loading 
activities at Statfjord and Gullfaks fields.

30/INF. 22 Secretariat Text of Helsinki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s on measures to 
reduce exhaust gas emissions from ships.

MEPC
30th Session 
November, 

1990

30/INF. 29 United Kingdom Copy of LR report on “Marine Exhaust Emissions from Ships 
(steady-state condition)”

31/13 Secretariat
Action taken by DE 34 in relation to the phasing out of gone –
depleting substances other than halons and development of 
standards for ship incinerators.

31/13/1 Netherlands Reference years for CFC’s and halons – reduction tayets and base 
years for 1, 1, 1 – trichloroethane and carbon trlrachloride.

31/13/2 Norway Basis year and discharge levels for ozone-depleting substances and 
exhaust gases.

31/13/3 Germany Marine fuel quality.
31/13/4 Sweden Future marine fuel oil standard.
31/13/5 Germany NOx emission,

31/13/6 Secretariat Outcome of MSC 59 (CFCs, Incineration of ship – generated waste 
and phasing out the use of ozone-depleting agents.

31/INF. 23 OCIMF Fuel oil quality – status of industries studies.

MEPC
31st Session 
July, 1991

31/INF. 24 Secretariat Reduction of the sulphur content in fuel oil and the prohibition of 
the addition of chemical waste to bunker fuel oil.

21/11 Denmark Design standards for small incinerators for incineration of ship 
generated waste.

21/11/1 Denmark Emission standards for marine incinerators.
21/11/2 Norway Overview of present knowledge.
21/11/3 Japan Reduction of NOx.
21/11/4 IACS
21/11/5 Secretariat Communication from OECD/IEA.
21/11/6 Japan SO2 emission.
21/11/7 Japan The reduction of sulphur oxides from ship machinery.
21/11/8 United Kingdom

21/INF. 26 Japan Current NOx emission from engines of ships.

BCH
21st Session
September, 

1991

21/INF. 28 Japan SO2 emission.
32/12 Secretariat Outcome of the twenty-first session of the BCH Sub-committee.

32/12/1 OCIMF Contribution of ship emissions to overall sulphur burdens.
32/12/2 INTERTANKO Residual fuels – Quality, demand, supply and price.

MEPC
32nd Session
March, 1992

32/12/3 United Kingdom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shipping.
22/7 United Kingdom SOx and NOx emission.

22/7/1 Japan NOx and reduction technology.
22/7/2 Secretariat Outcome of FP 37.
22/7/3 Norway Report of the correspondence group.
22/7/4 Japan Comments on new Annex.
22/7/5 Secretariat Torremolinos Protocol.
22/7/6 ICS General comments on research.
22/7/7 Liberia General comments on research.
22/7/8 Japan SO2 emission.
22/7/9 OCIMF Comments on new Annex.

BCH
22nd Session
September,

1992

22/7/10 OCIMF NOx bur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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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3/6) 各國提出給 MEPC 及 BCH 之有關空氣污染資料
22/7/11 OCIMF Data for NOx/SOx emission.
22/7/12 OCIFM Cost/benefit of desulphurization.
22/7/13 United States Work programmes/need for study.
22/7/14 Norway Amendments to Annex II on CFCs.
22/7/15 Argentina CO2 emission.
22/7/16 Argentina Halon elimination.
22/11/1 Baltic countries Comments on new Annex.

22/2 Scretariat Outcome of MEPC 32.
22/2/1 Secretariat Outcome of DE 35

MEPC 32/12/1 OCIFM CONCAWE Report.
MEPC 32/12/2 INTERTANKO SOx and NOx emission.

22/INF. 2 Secretariat Possible alternatives to CFCs/Halons.
22/INF. 7 Netherlands Cost/benefit of desulphurization.
22/INF. 8 Netherlands CFCs and Halons.

22/INF. 10 Japan State of SO2 emission.
22/INF. 11 Japan State of bunker fuel supply.
22/INF. 12 Japan Desulphurization
22/INF. 13 Japan Special area.
22/INF. 14 Japan State of air pollution.
22/INF. 15 Secretariat Outcome of TC 70/SC 8.
22/INF. 16 Norway Pollution along Norway.
22/INF. 17 OCIMF Marine diesel NOx.
22/INF. 31 United States Engine emission.
22/INF. 32 United States Regulations for VOCs in US.
22/INF. 33 Netherlands SO2 and desulphurization.

BCH
22nd Session,
September,

1992

22/INF. 34 Norway CO2 emission.
23/7 Secretariat Provisional agenda for the working group intersessional meeting.

23/7/1 Netherlands/
United Kingdom Marine exhaust emission research programme.

23/7/2 Japan Test procedures and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NOx.
23/7/3 Germany Report of the correspondence group on NOx.
23/7/4 Netherlands Report on the correspondence group on regional approach.
23/7/5 OCIMF Comments on the correspondence groups.
23/7/6 Saudi Arabia Comments on the legislation.
23/7/7 Report of the intersessional meeting.
23/7/8 United States Comments on draft regulation.
23/7/9 Secretariat Outcome of MEPC 33 and MEPC 34.

23/7/10 Germany Requirements for fuel oil quality.
MEPC 34/3 OCIMF Link between fuel oil blending and air pollution.

MEPC 34/3/1 OCIMF Global sulphur caps.
MEPC 34/3/2 United Kingdom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ships.
MEPC 34/3/3 Germany Outcome of MC AIR 4.
MEPC 34/3/4 Germany Marine fuel oil quality.
MEPC 34/3/6 Finland Engine classification and NOx limits.

MEPC 34/INF. 20 Sweden Exhaust gas emissions from sea transportation.
MEPC 34/INF. 21 France Evaluation attempt of emission.
MEPC 34/INF. 36 OCIMF European implications of reducing sulphur.

23/INF. 2 Netherlands/
United Kingdom Marine exhaust research programme.

23/INF. 3 Netherlands/
United Kingdom Marine exhaust research programme.

23/INF. 17 United States Vapour Emission Control Systems.
23/INF. 18 Norway Emission and deposition of NOx and SOx.
23/INF. 19 Norway Ships exhaust emission control.

BCH
23rd Session,
September,

1993

23/J/1 Revised text of draft new annex.
24/7 Outcome of first intersessional meeting of the working group.

24/7/1 Second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at BCH 23.

24/7/2 Secretariat Provisional agenda for second intersessional meeting of the 
working group

24/7/3 United Kingdom Machinery exhaust gas emissions
BCH

24th Session,
September,

1994
24/7/4

Denmark, 
Estonia, Finland, 
Germany, Latvia, 

Lithuania, 
Poland, Russia 

and Sweden

Comments on region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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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4/6) 各國提出給 MEPC 及 BCH 之有關空氣污染資料

24/7/5

Denmark, Estonia, 
Finland, Germany, 
Latvia, Lithuania, 

Poland, Russia and 
Sweden

General comments

24/7/6 Report of the second intersessional meeting of the working group.
24/7/7 Secretariat Summary of submissions on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24/7/8 Spain Global capping of sulphur content.
24/7/9 United States Report of the correspondence group on regional control.

24/7/10 Denmark Comments on revised text of new annex.
24/7/11 Secretariat Outcome of ISO meeting on fuel quality.
24/7/12 Germany Report of the correspondence group on NOx matters.
24/7/13 OCIMF CONCAWE study of SO2 emission from ships.
24/7/14 Singapore Sulphur oxide emissions.

24/7/15 United Kingdom Comments on the report of the intersessional meeting of the 
working group.

24/7/16 Norway Measures for NOx emissions from existing diesel engines.
24/INF. 3 Secretariat Letter from the Convenor of ISO/TC28/SC4/WG6.

24/INF. 7 Secretariat Decisions adopted by the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 for a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24/INF. 22 Norway The designation of the North Sea area as special area for SOx.
24/INF. 23 Secretariat ISO/DIS 8217:1994
24/INF. 24 Secretariat Outcome of UNEP Open-ended working group.

24/INF. 28 Norway Information on the number of Norwegian ships within 200 nautical 
miles.

MEPC 36/INF. 9 OCIMF CONCAWE Study.

BCH
24th Session,
September,

1994

MEPC 34/3/2 United Kingdom Greenhouse gases.

37/13 Secretariat Legal framework for making the air pollution Annex mandatory 
under MARPOL 73/78.

37/13/1 Norway Draft regulations on air pollution.
37/13/2 Hong Kong Bunker delivery notes.

37/13/3 Bahamas, Liberia 
and Panama Measures for SOx.

37/13/4 OCIMF New Annex to MARPOL 73/78 on air pollution.

37/13/5 OCIF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ance from a ship and the rate of 
deposition from its downwind plume.

37/13/6 Norway Reduction of NOx in existing engines and global capping of 
sulphur.

37/13/6/Add.1 Norway The North Sea as a Special Area.

37/13/7

Denmark, Estonia, 
Finland, Germany, 
Latvia, Lithuania, 

Poland, Russia and 
Sweden

Recognition of the Baltic Sea Area as a “Special Area” under the 
new Annex to MARPOL 73/78 on prevention of air pollution from 
ships.

37/13/8 INTERTANKO Fuel oil quality.

37/13/9 United Kingdom New Annex to MARPOL 73/78 on Air Pollution: Sulphur 
Capping.

37/13/10 United Kingdom New Annex to MARPOL 73/78 on Air Pollution: Criteria and 
procedures for designation of Special Areas.

37/13/11 Netherlands Draft new Annex on Air Pollution.
37/13/12 United States Report of the Correspondence Group on Revisiong the Annex.
37/13/13 IADC Draft regulations on air pollution.
37/13/14 ICS New Annex to MARPOL 73/78 on Air Pollution.

37/13/15
Co-ordinator of the 

Correspondence 
Group

Report of the Correspondence Group on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NOx Requirements under the New Annex for Prevention of Air 
Pollution from Ships.

38/13/16 IAPH New Annex to MARPOL 73/78 on Air Pollution from Ships.
37/13/17 IAPH Fuel oil quality.

37/13/18 United States Legal framework options for making the Air Pollution Annex 
mandatory under MARPOL 73/78.

37/13/19 Denmark Draft regulations on air pollution.
37/13/20 Greece Regulation 17 of draft new Annex for fuel oil quality.

37/13/21

Australia, Bahrain, 
India, Malaysia, 

Mexico, Singapore 
and Venezuela

Draft new Annex to MARPOL 73/78 on air pollution.

MEPC
37th Session,
September, 

1995

37/13/22 Netherlands Draft new Annex on ai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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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5/6) 各國提出給 MEPC 及 BCH 之有關空氣污染資料
37/13/23 Japan The scop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keeping the 

bunker delivery note.
37/13/24 Japan Comments on the draft guidelines on NOx related matters.
37/13/25 Japan Comments on the draft new Annex of MARPOL 73/78.
37/13/26 Germany New Annex to MARPOL 73/78 on air pollution.

37/INF. 13 Germany Exhaust emission control.

37/INF. 19 Norway The contribution from ship generated sulphur emissions to 
acidification in the North Sea contries.)

37/INF. 23 Netherlands and 
United Kingdom Marine exhaust emissions research programme – overview report.

MEPC
37th Session,
September, 

1995

37/INF. 36 United Kingdom Exhaust gas monitoring.

38/9 Secretariat
Draft Protocol of 1997 to amen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1973, as modified by the 
Protocol of 1978 relating thereto.

38/9/Corr.1 Secretariat Corrigendum.

38/9/1 Secretariat Outcome of the fortieth session of the Sub-Committee on Fire 
Protection.

38/9/2 Norway

Comments on the Draft Protocol of 1997 to amen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1973, as modified by the Protocol of 1978 relating thereto 
by the Executive Body to the Convention on Long-Rang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 (LRTAP).

38/9/3 Russian Federation Comment on the regulation 14 and on the draft Guidelines on NOx 
related matters.

38/9/4 Russian Federation Fuel oil quality.
38/9/5 Russian Federation Sulphur content in fuel oil.
38/9/6 FOEI An effective regime for sulphur emissions from ships.
38/9/7 United Kingdom New Annex to MARPOL 73/78 on air pollution.

38/9/8 OCIMF Annex VI to MARPOL 73/78 on the Prevention of Air Pollution 
from Ships.

38/9/9 United States
Draft Protocol of 1997 to amen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1973, as modified by the 
Protocol of 1978.

38/9/10 Co-ordinator of the 
Group (Germany)

Report of the Correspondence Group on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NOx requirements under the new Annex for Prevention of Air 
Pollution from Ships.

38/9/11

Antigua & 
Barbuda, Barbados, 
Bahrain, Bahamas, 

Brazil, Ecuador, 
Ethiopia, Hungary, 
Liberia, Maldives, 

Mexico, Peru, 
Romania, 

Singapore, Tunisia, 
Turkey, Vanuatu 
and Venezuela

Draft Protocol of 1997 to amend MARPOL 73/78, Regulation 
15(1) – Sulphur Oxides (SOx) – Global capping of sulphur.

38/9/12 Japan Comments on the draft regulations on NOx reduction in the new 
MARPOL Annex.

38/9/13 WWF Application of the Precautionary Approach to Sulphur Content of 
Fuel Oil.

38/9/14 INTERTANKO Fuel oil quality.

38/9/15 Germany Preliminary comments on the Draft Protocol of 1997 and the new 
Annex to MARPOL 73/78 on Air Pollution (MEPC 38/9).

38/9/16

Belgium, Denmark, 
EC, France, 
Germany, 

Netherlands, 
Norway, Sweden 

and United 
Kingdom

Fuel Oil quality, other aspects than air pollution.

38/9/17 United States Hazards associated with Perfluorocarbons (PFC2).
38/INF. 3 Russian Federation Marine Exhaust Emission Research.

MEPC
38th Session,
July, 1996

38/INF. 12 Liberia Prevention of air pollution from ships.

39/6 Secretariat
Draft Protocol of 1997 to amen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1973, as modified by the 
Protocol of 1978 relating thereto.

MEPC
39th Session,
Mar, 1997

39/6/1 Secretariat Draft Technical Code on Emission of Nitrogen Oxides from 
Marine Diesel Eng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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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6/6) 各國提出給 MEPC 及 BCH 之有關空氣污染資料
39/6/2 Secretariat Outstanding issues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Committee.

39/6/3 Italy Comments on regulation 12 of Annex VI to the Draft Protocol of 
1997 to amend MARPOL 73/78.

39/6/4 Poland Proposal for changes to draft Annex VI of MARPOL 73/78.
39/6/5 Germany Ozone depleting substances – amendment to the IBC Code.
39/6/6 Netherlands CO2 emissions.
39/6/7 Netherlands Draft guidelines for monitoring of sulphur content of residual fuels.

39/6/8 United Kingdom Draft Technical Code on Emission of Nitrogen Oxides from 
Marine Diesel Engines.

39/6/9
Australia, 

Singapore and 
Vanuatu

Global sulphur cap and SOx emission control areas.

39/6/10 Norway Comments on outstanding issues in the Air Pollution Annex.
39/6/11 United States Regulation 18. Fuel Oil Quality.
39/6/12 United States Proposed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Perfluorocarbons (PFCs)
39/6/13 United States Regulation 13, Nitrogen Oxides (NOx).
39/6/14 United States Regulation 11, Enforcement.
39/6/15 United States Regulation 16 – Shipboard incineration.
39/6/16 United States Application of Annex VI to Offshore Platforms.

39/6/17 Bahrain Global sulphur cap and SOx emission control areas: Draft new 
Annex VI to MARPOL 73/78.

39/6/18 ICCL Outstanding items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Committee. Proposed 
Annex VI, Regulation 16 – Shipboard Incinerators.

39/6/19 Russian Federation Sulphur content in fuel oil.
39/6/20 Denmark SOx emission control area in the North Sea.
39/6/21 BIMCO Sulphur Oxides (SOx)

39/6/22 INTERTANKO
Draft Protocol of 1997 to amen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1973, as modified by the 
Protocol of 1978 relating thereto.

39/6/23 Greece Use of shipboard incinerators.

39/6/24

Denmark, Estonia, 
Finland, Germany, 
Latvia, Lithuania, 

Poland, Russia and 
Sweden

Recognition of the Baltic Sea Area as a SOx Emission Control 
Area under the new draft Annex VI to MARPOL 73/78 on 
Prevention of Air Pollution from Ships.

39/6/25 Japan
Comments on the Draft Protocol of 1997 to amen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1973, as modified by the Protocol of 1978 relating thereto.

39/6/26 Japan Comments on the draft Nitrogen Oxides (NOx) Technical Code.
39/6/27 Japan Entry into force.
39/6/28 Japna Sulphur Oxides (SOx) and Fuel Oil Quality.

39/6/28/Corr. 1 Japan Corrigendum.

39/6/29 Germany Draft Technical Code on Emission of Nitrogen Oxides from 
Marine Diesel Engines.

39/6/30 Secretariat Report of the forty-first session of the FP Sub-Committee.

39/6/31 Norway Comments regarding regulation 16 in the draft Air Pollution 
Annex.

39/6/32 Secretariat Outcome of the fortieth session of the Sub-Committee on Ship 
Design and Equipment.

39/INF. 5 Secretariat

Greenhouse gases –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Possible revision to the guideline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by Parties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Options for the allocation and control of 
emission from international bunker fuels.

39/INF. 18 Netherlands, 
United Kingdom Feasibility of monitoring of sulphur content of residual fuels.

MEPC
39th Session,
Mar, 1997

39/INF. 22 Canada Study on gaseous emissions from ships.
41/8 Secretariat List of actions to follow-up the 1997 MARPOL Conference.

41/8/1 Netherlands Draft guidelines for monitoring of sulphur content of residual fuels.

41/8/2 Secretariat

Information o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iat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report on 
the outcome of the Third Conference of Parties (COP-3) to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41/8/3 ICS Comments on the NOx Technical Code.

MEPC
41st Session,

1998

41/8/4 ICS Sulphur Oxides and Fuel Oi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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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防止船舶污染大氣之新附錄

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新附錄 VI，共有十九條規則，各規則之標題如次：

規則一 適用範圍（Application）

規則二 定義（Definitions）

規則三 一般適用除外（General Exceptions）

規則四 同等物（Equivalents）

規則五 檢驗及檢查（Surveys and Inspections）

規則六 國際防止大氣污染證書之簽發（ Issue of International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Certificate）

規則七 另一締約國政府簽發之證書（Issue of a Certificate by Another 
Government）

規則八 證書格式（Form of Certificate）

規則九 證書有效期限（Duration and Validity of Certificate）

規則十 操作要求之港口國管制（Port State Control on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規則十一 違反之偵測及施行（Detection of Violations and Enforcement）

規則十二 破壞臭氧層物質（Ozone Depleting Substances）

規則十三 氧化氮（Nitrogen Oxides，NOX）

規則十四 氧化硫（Sulphur Oxides，SOX）

規則十五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規則十六 船上焚化（Shipboard Incineration）

規則十七 收受設備（Reception Facilities）

規則十八 燃油品質（Fuel Oil Quality）

規則十九 工作平台及鑽探井之要求（Requirements for Platforms and 
Drilling Rigs）

該新附錄除特殊規定外，適用於所有船舶，而一般適用除外，係指為確保船
舶安全及救助人員所為之排放，及船舶或其設備損傷之排放（要求最少量）兩種
情況。有關防止大氣污染係針對破壞臭氧層物質、氧化氮、氧化硫、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船上焚化及燃油品質等予以規範，今分別略述其規定。

3.3.2.1 氧化硫

燃油中含硫量之上限值以重量計不得超過 4.5%，特定海域所使用之燃油含
硫量以重量計規定在 1.5%以下，或以特殊裝置處理將排氣之 SOX 含量降至
6.0g/kW∃h 以下，特定海域目前所規定者指波羅的海。

3.3.2.2 船上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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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2000 年 1 月 1 日以後安裝在船上之焚化爐應符合國際海事組織所制定
之準則（MEPC 76(40)決議案，該決議案係從 MEPC 59(33)決議案予以小幅修正
者），但下列四種物質不得在船上焚化。

l 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附錄 I 貨油殘留物，附錄 II 有害液體物質殘
留物，附錄 III 危險品殘留物及其相關受污包裝物。

l 多氯聯苯（PCBs,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l 受重金屬污染之垃圾（附錄 V 所定者）。
l 含鹵素化合物（Halogen Compounds）之精煉石油產品。

3.3.2.3   破壞臭氧層物質

破壞臭氧層物質由於故意而排放以及含有破壞臭氧之設備，其新裝至船上者
應予禁止，但 HCFC（R22，R123，R141 及 R1426）之設備至公元 2020 年 1 月
1 日為止仍准新裝至船上。

3.3.2.4   氧化氮

(a) 規定值

從柴油機排出之廢氣中，其氧化氮（NO 及 NO2）之規定值如下表 3-8 所示，
並圖示如圖 3-18：

表 3-8 船用柴油機最大允許排出值
轉數
(rpm)

標準值
(g/kWh)

轉數
(rpm)

標準值
(g/kWh)

轉數
(rpm)

標準值
(g/kWh)

60 17.00 350 13.94 1000 11.30
80 17.00 400 13.58 1200 10.90
100 17.00 450 13.26 1400 10.57
120 17.00 500 12.98 1600 10.29
140 16.75 550 12.74 1800 10.05
160 16.31 600 12.52 2000 9.80
180 15.93 650 12.32 2200 9.80
200 15.6 700 12.14 2400 9.80
220 15.3 750 11.97 2600 9.80
240 15.04 800 11.82 2800 9.80
260 14.80 850 11.68 3000 9.80
280 14.58 900 11.54 3200 9.80
300 14.38 950 11.42 3400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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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E2/E3 Cycle on Mar ine Diesel Oil*

額定引擎轉數（rpm）
*測試循環依據 ISO 8178 第 4 篇

圖 3-18 船用柴油機最大允許 NOX排出值

(b)  適用對象

凡出力超過 130 kW 之柴油機在 2000 年 1 月 1 日以後安裝至船上者或在該
日以後柴油機施行重大改裝者，均適用之，而重大改裝係指柴油機換新，NOX

技術章程（NOX Technical Code）所界定之潛在改裝，以及柴油機最大連續出力
增加 10%以上者均謂之。

而下列情況則屬適用除外：
l 僅緊急使用之柴油機；
l 僅在本國管轄之水域航行船舶按本國之規定處理 NOX之船舶；
l 新附錄生效之前建造之船舶或施行主要改裝之船舶，不在他國管轄

水域航行之船舶，經主管機關豁免之柴油機；
以上之規定經整理如表 3-9

表 3-9 適用對象明細
僅在本國管轄水域航行

柴油機出力 無特定水域
不航行至

他國管轄水域 無國內法規 有國內法規

超過 130 kW 適用規定值2000 年至
生效日 130 kW 以下 未規定

主管機關
得豁免適用

主管機關
得豁免適用

超過 130 kW 適用規定值 適用規定值 適用規定值
生效日以後

130 kW 以下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適用國內法規
規定值

3.3.2.5 檢查與證書

凡總噸位 400 以上船舶不論是國際航線或國內航線，或固定式鑽探設施及
平台，應施行初次檢查，並以不超過五年之間隔實施定期（換證）檢查，五年期
間則施行年度檢查及中間檢查，檢查完畢合格後在證書上簽證之。而初次檢查及
換證檢查合格後，所簽發給船上之證書謂之國際防止大氣污染證書（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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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Certificate, IAPP）。

3.3.2.6   燃油供應紀錄簿

適用規則五之船舶應備有燃油供應紀錄簿（Bunker Delivery Note），並依規
定記錄之，以管制燃油中之 SOX含量情況。

3.3.2.7   NOX章程

NOX章程（Technical Code on Control of Emission of Nitrogen Oxides from 
Marine Diesel）為實施 NOX管制上，規定了必要之檢查及試驗方法，成為 NOX

管制之一部分，凡使用從原油煉取之燃油之柴油機，計算其排放 NOX均適用之。

3.3.2.8   引擎之認可、檢驗

按 IMO 之規定，柴油機之排氣規定，不僅要求在工場內之出貨前新機狀況，
連運轉中之安裝在船上柴油機亦能符合要求。為確認符合要求，如表 3-10 施行
各種型式之檢驗，另外對 NOX排出之檢驗與確認方法簡列如表 3-11 供參考。

表 3-10 檢查方法之概要
檢 查 內 容 適用之試驗方法 特別事項

一般 試驗台上測試
發証前檢查

（單機廠家檢查） 引擎族（Engine Family）
及引擎群（Engine Group）

試驗台上測試
僅具代表性之引擎施
行測試，發給所有引擎
證書

接受過發証前檢查或持有
EIAPP 證書（引擎未修正者
或未安裝 NOX減低裝置者）

參數查核法
簡易計測法
直接計測法

未經過發証前檢查 船上計測 不能適用引擎族檢查

接受發証前檢查後，安裝
NOX 減低裝置時

NOX 直接計測法
簡易計測
適當之參數監視裝置

初次檢查
（船上檢查）

施行實質改裝時，
應施行與初次檢查

同等之檢查
接受認可檢查後，予以調
整、修正後

NOX 直接計測法
簡易計測

小調整、修正時

參數查核法
簡易計測法
直接計測法
監視裝置

年度檢查
中間檢查
定期檢查

大調整、修正時
NOX 直接計測法
簡易計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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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NOX排放試驗方法
試驗方法之種類 內 容 特 徵 注意事項

試驗台上測試

引擎之出力、回轉數設定在所定
之測試模式試驗之，使用規定之
燃油，測試時之大氣條件為規定
之範圍。
以指定之數據解析及加權計
算，求得 NOX 排出量（每小時
每馬力多少克為單位）。

對應規定值之定
義，能正確求出
NOX 之排出。不能
在船上實施。

參數查核

接受發証前檢查引擎或前次檢
查之後，預期有影響之項目予以
更換配件及調整時所適用之方
法。
確認技術卷（Technical File）引
擎紀錄簿之記載內容與引擎原
來所記錄者是否一致。

為在船上推斷 NOX

排出情況之方法。
檢查以相當簡便即
可完成，但必須具
備完整之書類及紀
錄簿。

超過所規定之範圍
予以改裝或另加裝
NOX 減低裝置以達
規定值時，不適用
此種方法。

簡易計測法

與在試驗台相同，以符合規定之
燃油，規定測試週期使引擎運
轉，測定其排放氣體，求得 NOX

排出量（每小時每馬力多少克為
單位）。
斟酌船上實施條件，測試用之燃
料及計測容許誤差等得緩和之。

為在船上推斷 NOX

排出情況之方法，
無法使用參數查核
得適用本法。

計測誤差比試驗台
之測試大，發証前
檢查或 EIAPP 未備
有者，其在船上之
初次檢查，以此為
之。

船上直接計測法 試驗台上之測試移至船上實施。
亦適用於發証前檢
查（但不可適用於
引擎族）。

實施之詳細情形在
NOX 章程中，並未
詳述。

監測系統
航行中 NOX 排出予以記錄，檢
查時判定該紀錄。

其詳細預定在今後 IMO 所制訂之準則中
說明

(a) 技術卷（Technical File）

安裝在船上之船用柴油機應備有技術卷（Technical File），該技術卷由廠
家制訂，並經主管機關認可，該引擎在使用期間，該卷應經常備於船上，記載之
事項如下述：

l 影響 NOX排出之有關配件、設定及運轉值（特定容許範圍等）；
l 上述各項目之容許調整範圍以及配件之替代品特定範圍；
l 包含引擎額定出力／回轉速度之有關引擎性能之紀錄；
l 船上檢查時所使用之驗證 NOX排出符合規定值之「船上 NOX驗證

程序」之系統；
l NOX試驗報告副本；
l 適用引擎族或引擎群概念時，其適用有關之指定事項及限制事項；
l 為了確保引擎在使用中繼續符合 NOX規定值，更換配件之明確規

格；
l 如適用時，EIAPP 證書。

(b)  發證前檢查（Pre-certification Survey）

從引擎排出之 NOX 以單台方式檢查如符合規定值時，則簽發引擎國際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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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污染證書（Engine International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Certificate，簡稱
EIAPP 證書），EIAPP 證書係按發證前檢驗予以簽發，亦有以單台引擎針對 NOX

排出之檢查證書，只有該證書並不能發生效力，最後必須針對安裝至船上檢查合
格再簽發國際防止船舶空氣污染證書（IAPP 證書）始有效力。

有關發證前檢查，具相同排出特性之多數引擎，得僅以一台作為代表（母引
擎），將其測試結果作為參據，據以簽發 EIAPP 證書，以簡化檢查。是以引擎廠
家針對其生產引擎組具有相同 NOX排出特性者，得使用表 3-12 之「引擎族」或
「引擎群」之觀念。

表 3-12 族群之觀念
引擎族 同種類之引擎以一台作代表（母引擎）測試，認定其測試結果，安裝於船上後引

擎無需再行調整，且為大量生產者。
引擎群 同種類之引擎以一台作代表（母引擎）測試，認定其測試結果，安裝於船上後需

施行若干調整，該調整對 NOX 排出有影響，事前需提出申請並得到認可。
個別引擎 每一引擎接受檢查

有關發證前檢查，選擇引擎族或引擎群時，該等所涵蓋之所有引擎符合 NOX

規定值應向主管機關提出保證。在試驗台從引擎族或引擎群所選定之引擎作測試
時，主管機關應確定是否相稱。

利用在試驗台之測試實施發證前檢查窒礙難行時，引擎廠家、船舶所有人或
造船廠應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在船上測試。此時在船上之測試條件應與在試驗台
所規定者完全相同，但此種作法如表 3-6 所示不適用於引擎族中所代表之引擎。

3.3.2.9   連續生產引擎之認證

特別是同型引擎量產時，避免所有引擎均須測試。在特定條件下，對連續生
產引擎得引入引擎族及引擎群之觀念。

引擎族適用於連續製造生產之引擎。屬於引擎族之引擎，在設計上，其排出
廢氣之特性類似，以製造出之原規格安裝於船上使用，安裝至船上後，對 NOX

排出有影響之調整或變動不予施行。

而引擎群適用於使用在類似用途之引擎，製造後安裝於船上時，必須做些微
之調整及修正。引擎群之製造規模較引擎族小。

引擎廠家則自行裁量，申請引擎族認證或引擎群認證。一般選擇之標準，按
引擎出場後安裝至船上需做何種程度之變更及修正決定之。

(a) 引擎族

引擎族在該族中選一母引擎（Parent Engine），供試驗台測試，母引擎之測
試結果作為該族 NOX排出量之標準，因此母引擎係從該族中選擇 NOX排出最多
者為原則。譬如，選擇每次噴油量最多者。主管機關針對此種選擇給與認可後，
從母引擎之測試得代表該族全體引擎。

給與認可時，主管機關對連續製造生產之引擎族，應採取適當之製品規定。

構成引擎族之各引擎，其燃燒室形狀、過壓給氣方式、燃油噴射泵之型式或
燃油噴嘴之型式等，必須是同一性質者。

(b) 引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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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群本來適用於船用推進主機，通常配合船舶航行條件作適當之調整修
正，但不超過 NOX規定值範圍內予以調整修正。為了一台引擎群之範圍及認證，
其代表引擎之選定須經主管機關之同意及認可。

構成引擎群之各引擎中，其過壓、給氣規格、給氣冷卻系統之規格、燃燒室、
燃油噴射系統之特徵等應都是一樣者。在引擎群中，對燃油噴射定時，給氣增壓
機、燃油泵或燃油噴油嘴之規格等在特定範圍內准予調整修正。但該範圍，引擎
排氣應符合 NOX之規定值，引擎檢查時須經主管機關之認可。

有關引擎群之母引擎選擇，得使用與引擎族相同方法，但由於生產量少，無
法採行適當選擇時，亦得以初訂單引擎代表引擎群予以測試。

引擎群給予最初認可前，主管機關對引擎群之連續製造，針對製品符合規定
之適切性及適合性所採取之對策應予以確認。

3.3.2.10 在試驗台上之測試方法

為了認證有關正確測定測試數據及為了從引擎排出 NOX 判定之方法，均有
賴於在試驗台之測試。該試驗方法包含下列所示之要求：

(a) 實施測試之條件

為使測試順利遂行，規定了溫度、壓力及濕度之大氣條件，必須在規定條件
下測試，其測試結果方始有效。

測試所使用之燃油為主管機關同意之燃油或使用 ISO-8217-1996 DM 級之燃
油，而非使用實際航行時所使用之燃油。而測試時冷卻空氣亦影響 NOX之排出，
故其冷卻海水溫度訂在 25OC。

(b)  測試模式及排出值之計算

所有個別引擎或引擎族／引擎群之母引擎，應選擇下列其中之一測試循環施
行之，亦即 ISO-8178 之標準。

(1) 船用主機及發電機用之固定轉數引擎，使用表 3-13 所示之 E2 型測試  
循環。

(2) 可變螺距車葉裝置之引擎，使用表 3-13 所示之 E2 型測試循環。

表 3-13 定轉數主機（含柴油發電機及可變螺距車葉裝置所使用之測試循環）
轉速 100% 100% 100% 100%
出力 100% 75% 50% 25%E2 型測試循環

加權係數 0.2 0.5 0.15 0.15

(3) 依車葉理論運轉之主機及輔機，使用表 3-14 所示之 E3 型測試循環。

表 3-14 依車葉理論運轉之主機及輔機所使用之測試循環
轉速 100% 91% 80% 63%
出力 100% 75% 50% 25%E3 型測試循環

加權係數 0.2 0.5 0.15 0.15

(4) 固定轉速輔機，使用表 3-15 所示之 D2 型測試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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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固定轉數輔機所使用之測試循環
轉速 100% 100% 100% 100% 100%
出力 100% 75% 50% 25% 10%D2 型測試循環

加權係數 0.05 0.25 0.3 0.3 0.1

(5) 非上述之速度及出力皆變化輔機，使用表 3-16 之 C1 型測試循環。

表 3-16 上述以外之變速、變動負荷輔機
轉速 額定轉速 中間轉速 惰速
轉矩 100% 75% 50% 10% 100% 75% 50% 0%C1 型測試循環

加權係數 0.15 0.15 0.15 0.1 0.1 0.1 0.1 0.15

上述四種測試循環表另圖示如下圖 3-19：

圖 3-19 測試循環及加權係數

NOX 排出量經指定計算及修正後，在測試模式各點之測試結果按規定加權
之，即以下式計算之。

該計算中，出力為使用未對大氣條件予以修正之制動出力（Brake 
Horsepower）。另外試驗報告之格式非標準，NOX 章程中所規定之項目均應予以
記載。

(c)  廢氣流量之測定

廢氣流量之測定有二種選擇，按引擎大小及其持有設備適當選擇之。其中一
種為以流量計計測，另一種係利用碳平衡法，碳平衡法係利用分析量測空氣與燃
油之組成，再利用國際規格算出排氣流量。數據解析時，所使用燃油之組成，其
值為確保精確度，應利用霧化測試，將燃油組成予以分析。

(d)  量測儀器之精確度及其校正

所使用量測儀器及其校正間隔均予以規定。所應注意者為應遵守 NOX 章程

∑
∑

×
×

=
各模式之加權係數）（各模式之出力
各模式之加權係數）（各模式之排出量

）排出（
(kW)

(g/h)
g/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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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指定精確度及其校正間隔，精確度之檢查應符合國內或國際規格，且為了具有
追溯性，校正結果應留有紀錄。

3.3.2.11 參數查核

(a) 檢查概要

此種方法適用於曾在試驗台上以單台引擎方式取得發證前檢查（EIAPP 證
書）之引擎，或經初次船上檢查已取得 IAPP 證書之引擎。另外，前次船上檢查
後，指定之引擎配件或調整部分經過更換、修正、調整後所適用之檢查方法。

引擎廠家應針對影響排氣之因素，諸如構成配件、設定值及作動特性以及各
部分允許調整範圍、配件替代品之特定範圍等均應經主管機關之認可。引擎在構
造上凡影響 NOX排出者在設計上應慮及容易查核。

參數之查核目的，在確認引擎是否按廠家說明書正確調整，是否與最初認證
情況相符。對未增設後處理裝置之引擎，NOX值雖未予以量測，在得知配件及調
整之狀況，亦可判定 NOX之排出是否符合規定值。

(b)  必備之文件

為了在船上實施檢查，並且為確認對 NOX 排出所受之影響以及是否符合規
定值，有關應查核之引擎配件之規格、設定值及運轉值等特定必要事項應記載於
技術卷內，該技術卷由引擎廠家準備，在接受引擎發証前檢查時，應提出經主管
機關認可，並置於船上成為船上必備文件，加以妥善保管。

技術卷中在 EIAPP 檢查時或 IAPP 檢查時，舉凡指定配件、調整可能之處以
及有關 NOX排出之因素等資料均應包括在內。

適用參數查核之裝設在船上引擎，在船上驗證之程序（On-board NOX

Verification Procedure）應備有下列文件：

l 引擎配件、設定值變更之參數紀錄簿
l 有關引擎指定配件或設定之影響參數一覽表
l 引擎配件變更時，有關配件變更之技術文件

影響參數之項，大致如下所述之項目：

l 燃油噴射時期
l 燃油噴嘴
l 燃油噴油泵
l 燃油凸輪
l 燃油噴射壓力（通用導軌系統，Common rail system）
l 燃燒室
l 壓縮比
l 給氣增壓機（型式及構造）
l 進排氣閥之定時
l 水噴射（對 NOX發生影響之圖表）
l 乳化燃油（對 NOX發生影響之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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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排氣循環（對 NOX發生影響之圖表）
l 利用選擇觸媒反應之 NOX處理

3.3.2.12 簡易計測法

簡易計測法為僅適用於船上之確認試驗，在定期檢查、年度檢查及中間檢查
為之，係考慮在船上測試之實用性所施行之方法，與試驗台上相異處如次：

量測引擎出力及轉矩，但轉矩之量測有困難時，按廠家之建議為之，或採用
主管機關所認可之其他方法為之。燃油流量計測有困難時，利用發證前檢查時之
燃油消耗量，量測結果予以推算亦可。此時，應慮及燃油熱值之差異。

測試之燃油原則上與在試驗台上相同均使用 ISO 之 DM 級船用燃油，亦可
使用 ISO 之 RM 級，此時應慮及燃油中氮之成份及著火性對 NOX排出之影響。

測試循環按所規定之循環予以測試，窒礙難行時，得接近規定施行之。如與
規定相異時，應按主機廠家所建議者或主管機關所認可者施行之。

測定值之容許誤差，考慮船上之條件得准許 10%之誤差。另外如使用 ISO
之 RM 級燃油，亦准許有 10%之誤差。但兩者合併在一起時，誤差值不得超過
15%。

3.3.2.13  檢查流程

有關 NOX章程第 2 章所規定之船用柴油機檢查及發證準則詳圖 3-20 至 3-22
流程圖。

3.3.3  國際標準組織之船用燃油標準

因應煉油技術之進步，引擎製造廠家努力研究開發，低速化及大型化船用引
擎得使用專供船用之低品質燃油，是眾所皆知之事。

從 1970 年左右開始，有關燃油品質低下問題便開始檢討，英國以現今之規
格為內容制定了燃油規格，1982 年正式公布 BS（British Standard）〝BSMA 
100:1982〞，算是最初之燃油規格。

該規格使買賣雙方能瞭解燃油品質，另外船舶營運管理人員亦瞭解到，只要
求黏度並不足夠，是一件相當危險之事。在此情況下，國際燃燒機器協會
（CIMAC）制定了自行設定之規格，於 1982 年公布第一版，經過 1985 年第二
次修訂後，現今規定者為 1990 年所修訂之第三版。而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於 1987 年公布了統一之燃油規格。

受到 ISO之影響 BS於 1989 年依據 ISO內容予以修訂。而燃油市場上迄 1996
年均將 ISO 8217-1987 及 CIMAC 1990 兩項均列入，但由於 CIMAC 之希值並未
具約束力，油泥（Sludge）或鋁+矽（Al + Si）之問題，一直困擾買方。

1996 年 ISO 按 CIMAC 同樣項目修訂或與現實相符之規格。有關燃油規格制訂
之沿革及 ISO 8217-1996 詳如圖 3-23，表 3-17 及表 3-18。從表中可知分成四種
柴油及十五種重油，船用柴油大都使用 DMB 及 DMC，此種油為蒸餾油加入殘
渣油而成，外觀成黑色，主要為柴油發電機所使用，至於重油依動黏度分成六種，
其中由於密度及其他性質之不同細分為十五種，現今船用燃油大都使用 RM-25
（E, F）即 IFO-180（Intermediate Fuel Oil）及 RM-35（G, H, K）即 IFO-380 二
種黏度，而含硫量為 5%較 MEPC 所制訂者（4.5%）為高，將來 ISO 勢必將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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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7-1996 再予以修訂，以與 MARPOL ANNEX VI 所規定者相符。

圖 3-20  步驟 I － 在製造廠家之發證前認證流程圖

符合
至步驟 II

申請

在製造廠家檢查

豁免
規則 3 除外

規則 13 小於 130kW

引擎種類
族或群

（非母引擎）
每一引擎或

母引擎

NOX 量測

矯正措施文件確認

NOX 限制

認可之技術卷

EIAPP 證書簽發

在 2.2.4 規定下
得繼續安裝

（在船上測試）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可能之除外：僅適用於無法
在試驗台測試之引擎及引
擎備有後處理裝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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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步驟 II － 船上之初次檢查流程圖

EIAPP 證書

修正、改裝
查核技術卷

申請

矯正措施

配件／參數檢查 簡易 NOX 計測

簽發 IAPP 證書

確認

完成 NOX 計測

矯正措施

NOX 限制

依據規則 5 無需

簽發 IAPP 證書

認可之技術卷

船上初次檢查

從步驟 I

實質上修正改裝無修正改裝

稍微修正改裝

屬引擎族者

規則 05
船舶總噸位
小於四百者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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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步驟 III － 船上定期檢查流程圖

發証前檢查／EIAPP 證書（試驗台）

修正改裝查核

申請

矯正措施

配件／參數檢查 簡易 NOX 計測

再簽發 IAPP 證書

確認

矯正措施

NOX 限制

依據規則 5 無需

簽發 IAPP 證書

船上定期檢查

實質上修正改裝無修正改裝

屬引擎族者

規則 05
船舶總噸位
小於四百者

NOX 監測

完成 NOX 計測

初次檢查／EIAPP 證書（船上）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稍微修正改裝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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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船用燃油規格之沿革

GENERAL COUNCIL OF 
BRITISH SHIPBUILDING (1970’S)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SHIPPING / BSI (1970’S)

BSMA 100 : 1982 CIMAC 1982
First Ed.

CIMAC 1985
Second Ed.

ISO 8216 : 1987
ISO 8217 : 1987

BSMA 100 : 1989

ASTM D 2069
ASTM D 1991

CD 1994

CIMAC 1990
Third Ed.

DIS 1995

ISO-8217 :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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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船用柴油規格

Category 

ISO-F-
Character istic

Li

m

it
DMX DMA DMB DMC

Test method reference

Appearance Visual ─ ─ See 6.2

Density at 15 OC, kg/m3 max. 1) 890.0 900.0 920.0 ISO 3675 or ISO 12185
(see also 6.3)

Min. 1.40 1.50 ─ ─ ISO 3104Viscosity at 40 OC, mm2/s 2)

max. 5.50 6.00 11.0 14.0 ISO 3104
Flash point, OC min. 43 60 60 60 ISO 2719 (see also 6.4)
Pour point (upper), OC 3)

- winter quality max. ─ - 6 0 0 ISO 3016

- summer quality max. ─ 0 6 6 ISO 3016

Cloud point, OC max. ─ ─ ─ ─ ISO 3015 (see also 6.5)
Sulfur, % (m/m) max. 1.0 1.5 2.0 2.0 ISO 8754 (see also 6.6)
Cetane number min. 45 40 35 ─ ISO 5165 (see also 6.7)

Carbon residue [micro method, max. 0.30 0.30 ─ ─ ISO 10370
10% (V/V) distillation bottoms],
% (m/m)

Carbon residue (micro method), max. ─ ─ 0.30 2.50 ISO 10370
% (m/m)

Ash, % (m/m) max. 0.01 0.01 0.01 0.05 ISO 6245
Sediment, % (m/m) max. ─ ─ 0.07 ─ ISO 3735

Total existent sediment, % (m/m) max. ─ ─ ─ 0.10 ISO 10307-1

Water, % (V/V) max. ─ ─ 0.3 0.3 ISO 3733

Vanadium, mg/kg max. ─ ─ ─ 100 ISO 14597

Aluminum plus silicon, mg/kg max. ─ ─ ─ 25 ISO 10478 (see also 6.8)
1) In some geographical areas, there may be a maximum limit.
2) 1 mm2/s = 1 cSt.
3) Purchasers should ensure that this pour point is suitable for the equipment on board, especially if 

the vessel operates in both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s.
4) The fuel is suitable for use without heating at ambient temperatures down to – 15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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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船用重油規格
Category ISO-F-

Characteristic Limit RMA
10

RMB
10

RMC
10

RMD
15

RME
25

RMF
25

RMG
35

RMH
35

RMK
35

RMH
45

RMK
45

RML
45

RMH
55

RMK
55

RML
55

Test method reference

Density at 15 OC kg/m3 max. 975.0 981.0 985.0 991.0 991.0 1010.0 991.0 1010.0 － 991.0 1010.0 －
ISO 3675 or ISO 12185
(see also 6.3)

Kinematic viscosity at 100 OC 
mm2/s 1) max. 10.0 15.0 25.0 35.0 45.0 55.0 ISO 3104

Flash point, OC min. 60 60 60 60 60 60 ISO 2719 (see also 6.4)
Pour point (upper), OC 2)

－ winter quality max. 0 24 30 30 30 30 30 ISO 3016
－ summer quality max. 6 24 30 30 30 30 30 ISO 3016

Carbon residue, % (m/m) max. 10 14 14 15 20 18 22 22 － 22 － ISO 10370
Ash, % (m/m) max. 0.10 0.10 0.10 0.15 0.15 0.20 0.20 0.20 ISO 6245
Water, % (V/V) max. 0.5 0.8 1.0 1.0 1.0 1.0 ISO 3733
Sulfur, % (m/m) max. 3.5 4.0 5.0 5.0 5.0 5.0 ISO 8754 (see also 6.6)
Vanadium, mg/kg max. 150 300 350 200 500 300 600 600 600 ISO 14597
Aluminum plus silicon, mg/kg max. 80 80 80 80 80 80 ISO 10478 (see also 6.8)

Total sediment, potential, % (m/m) max.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ISO 10307.2 (see also 6.9)

1) Annex C gives a brief viscosity/temperature table, for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1 mm2/s = 1 cSt.
2) Purchasers should ensure that this pour point is suitable for the equipment on board, especially if the vessel operates in both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s.

第四章、研究方法及架構

4.1 研究方法

本計畫針對 1997 年 9 月國際海事組織（IMO）所通過之「一九七三年防止
船舶污染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1973）之 1997 年議定書（MARPOL 73/78/97）中防止船舶排氣之相關
規定，包括：（1）燃油品質及 NOx、SOx、VOCs、CFCs、Halons 等排放限
制，甲板上焚化爐設置限制；（2）執行檢測方法；（3）排氣證書發放規定；
以及各國執行船舶排氣稽查之方式與罰則等項目進行探討與瞭解，並綜合
我國環保單位、港務局、航運界之意見後，擬定我國之因應對策，包括：
配合 IMO 所通過之 MARPOL 73/78/97 以修訂我國之相關法規、研擬改善港
區船舶排氣污染之稽查辦法與罰則、訂定港口停靠船舶排氣證書之檢查辦
法等。

     基於以上之研究目標，本計畫之研究方法如下：

（1） 資料蒐集

          經由 IMO、日本及歐美主要海運國家之海運相關單位、日本
船用機關學會、世界主要船舶主機設計製造廠商、網際網路、國
內外海事相關期刊與雜誌等管道，廣泛蒐集防止船舶排氣污染之
相關法規、控制船舶排氣污染之技術發展資料、各國執行港區或
近海船舶排氣污染之稽查及取締辦法或規定。

（2） 調查訪談

          本計畫研究人員預定至各主要港口（基隆、台中、高雄、花
蓮等）之港務局環境保護所，實地與主管人員及稽查人員進行訪
談，並發放調查問卷，以瞭解及蒐集各港區靠泊船舶之國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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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排氣情形、污染記錄、執行船舶排氣稽查之相關問題、配合
MARPOL 73/78/97 檢查船舶設備與證書之意見等相關資料。

        另外，本計畫研究人員也將至各主要航運公司（陽明、長榮、
萬海、立榮、台航等），實地與船務與輪機部門之主管人員及船長、
輪機長等高級船員進行訪談，並發放不同設計之調查問卷，以瞭
解及蒐集各航運公司之船舶數量、噸位、主機型式、控制排氣污
染設備、燃油品質、配合 MARPOL 73/78/97 排氣與燃油標準規定
之改善辦法、以及對於我國執行船舶排氣稽查之相關意見。

（3） 舉辦研討會/座談會
        邀請我國環保單位（環保署、環保局等）、港務局環保所、航

運公司、大專院校環境工程之相關系所等有關之產、官、學各界人
士參加與會，共同討論我國因應 IMO MARPOL 73/78/97 防止船舶排
氣污染規定之對策，以及增修相關法規之意見。

（4） 分析討論

        經過上述三個方法後，本計畫研究人員將彙整所蒐集之資料
及各方意見，加以歸納分析與討論。

（5） 研擬對策

        本計畫研究人員將以集思廣益的方式，根據以上方法所得之
結果與結論研擬出我國因應 IMO MARPOL 73/78/97 防止船舶排氣
污染規定之相關對策，包括：修訂我國防止船舶排氣污染之相關
法規、研擬港務局稽查船舶排氣污染之執行辦法及罰則、訂定港
口檢查停靠船舶排氣設備與證書之辦法、提供各航運公司控制排
氣污染之技術建議等。

4.2 研究架構

本計畫將依以下架構進行：

（1） 經由連繫世界船舶柴油機三大設計製造廠（MAN B&W、 Sulzer、
Mitsubishi 世界市場佔有率分別為 56.1%、24.6%、7.8%）、船舶研
究機構（如：聯合船舶設計中心）、造船廠（如：中國造船公司
高雄廠、基隆廠）、各港務局環保所、網際網路資料庫、國內外
船舶相關期刊與雜誌（如：日本船用機關學會誌、Bulletin of the 
M.E.S.J.、Journal of Ship Research、Applied Ocean Research、船舶科
技、中國造船及輪機工程學刊等）等管道廣泛蒐集與研究各國有
關防制船舶大氣污染之規定及作法，特別是在港區或近海船舶排
氣污染防範規定及罰則，以及最新發展之控制技術。

（2） 就上述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比較各項規定及作法之優缺點，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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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評估適合我國國情之規定與作法，並評估各項控制船舶排氣污
染技術，可作為我國船舶採用以改善排氣污染。

（3） 針對港區船舶排氣污染設計調查問卷，至基隆、台中、高雄、花
蓮等港務局環境保護所，實際與主管人員及稽查檢測人員進行訪
談，並發放防制港區船舶排氣污染之調查問卷，蒐集各港區靠泊
船舶之國籍、數量、排氣情形、污染記錄、執行船舶排氣稽查之
相關問題及執行之難題、配合 MARPOL 73/78/97 檢查船舶設備與
證書之意見、增修我國防止船舶排氣污染相關法規之建議等相關
資料。

（4） 比較分析上述港區船舶排氣污染之實地調查資料，以統計停泊各
港之船舶現況資料，並評估如何修訂管制港區船舶排氣污染之相
關法規、罰則或執行規定，以有效減少船舶對於港區及近海之大
氣污染。

（5） 針對國內各主要航運公司（陽明、長榮、萬海、立榮、台航等）
的船務管理人員及船長、大副等，及輪機技術人員及輪機長、大
管輪等設計調查問卷，並至各航運公司實地與上述人員進行訪
談，並發放調查問卷，蒐集各航運公司之船舶現況資料、主機型
式、控制排氣以減少 NOx、SOx、黑煙及碳微粒等污染之設備及
技術、燃油種類及品質、船舶停靠國外港口時該國執行管制船舶
排氣污染之規定及被稽查甚至處罰之經驗、以及對於我國修訂船
舶排氣污染相關法規之意見與建議等資料。

（6） 彙整各航運公司管理及技術人員訪談及調查資料後，進行資料分
析比較，並統計各項調查數據。

（7） 舉辦研討會或座談會，邀請我國與船舶排氣污染有關之產、官、
學各界人士，包括：環保署空保處、交通部航政司、各港務局環
保所、各大航運公司、大專院校環境工程之相關系所等專家學者
與會，以聽取各方對於我國因應 IMO MARPOL 73/78/97 防止船舶
排氣污染規定之對策，並討論我國現行相關法規之修改意見。計
畫於產、官、學界中各邀請一位專家在研討會發表專題演講，例
如：邀請環保署空保處主管官員主講「我國限制船舶排氣污染之
法規修訂方向」，邀請航運界專家主講「對於 IMO MARPOL 
73/78/97 我國船舶如何因應」，邀請教授學者主講「如何控制船舶
排氣污染」。

（8） 彙整以上所蒐集之各種資料、問卷調查意見、研討會或座談會討
論意見、專家學者意見，加以歸納分析，討論出具體之結論內容。

（9） 根據上述之意見結論，研擬我國因應 IMO MARPOL 73/78/97 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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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排氣污染規定之相關對策，包括：建議修訂我國防止船舶排
氣污染之相關法規、研擬港務局稽查船舶排氣污染之執行辦法及
罰則、訂定港口檢查停靠船舶排氣設備與證書之辦法、提出各航
運公司控制排氣污染之技術建議等。

（10）撰寫期末報告，將本計畫所得之研究成果撰寫為詳盡之研究報
告，提供環保署、交通部、各港務局、各航運公司、大專院校相
關系所作為修訂法規、制訂政策、或學術研究之參考。

問題分析

文獻蒐集

資料整理

港務局訪談 航運公司訪談

設計調查問卷

環保與航政

相關單位訪談

研擬因應對策

舉辦研討會

本計畫之研究步驟請參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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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時程規劃與實際進度

5.1 時程規劃
本計畫之時程規劃請參照甘特圖所示。預定於本計畫一年的執行期限內完成

有關防止船舶污染相關法規，技術發展等國內外資料之搜集與彙整工作，也至國
內各港務局環境保護所及各大航運公司進行調查訪談及問卷調查瞭解這些相關
單位對於防制船舶排氣污染之工作瞭解作法或因應策略。就以上這部份之研究結
果加以整理撰寫期中報告。計畫之下半年度除延續上半年度工作外並著重於研討
會等辦及彙整與會與船舶排氣污染工作有關之各界專家學者之意見。之後分析討
論各項資料意見後整理出具體結論，並研擬因應 IMO 國際公約之對策內容。最
後撰寫詳盡之研究成果報告供有關各界參考。

5.2 實際進度
目前已完成有關防止船舶空氣污染相關之國際公約及我國相關之法規之探

討如商港法、環保署發佈之「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和「空氣污染防治
法施行細則」、「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也完成至各港務局環境保
護所、各大航運公司之調查訪談及問卷調查工作，並就所得資料作分析整理。基
本上本計畫研究人員已依預定之工作進度完成計畫全年度之工作，下半年度除延
續加強以上工作外，並依照預定之計畫工作時程進行已完成研討會之召開，並已
分析各項資料研擬出我國因應之對策，在預定時間內完成本計畫之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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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甘特圖

                 月 次
工作項目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第
8 
月

第
9 
月

第
10
月

第
11 
月

第
12 
月

備   註

（1）蒐集 IMO、各國、台灣有
關限制船舶排氣污染之規定
條文，及實際執行情形之資
料。

已完成

（2）至各港務局環境保護所
訪談並作問卷調查。

已完成

（3）至大船運公司船務及輪
機部門訪談並作問卷調查。

已完成

（4）彙整條文、訪談及調查
資料，整理撰寫期中報告。

已完成

（5）舉辦座談會/研討會，彙
整海事產官學各界意見。

已完成

（6）分析討論各項資料、意
見，整理出具體結論。

已完成

（7）研擬我國因應 IMO 國際
公約之對策內容。

已完成

（8）撰寫期末報告 已完成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 5 15 20 35 40 50 55 70 75 80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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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現階段成果與討論

6.1 我國船舶排氣污染情形

6.1.1  台灣地區船舶資料

台灣的經濟成長主要依賴貿易維繫，係以外銷為導向的貿易型態，而且海島
地形的對外貿易必須借重海洋運輸，因此，對外貿易運輸多集中於海運，海運也
就扮演著促進台灣經濟發展重要的角色。台灣由於位處於泛太平洋主航線擺錘之
最頂端，並可用短程之接駁航運或環球航線連接經蘇伊士運河往歐洲地區之航
線，故台灣可說位於海運市場主航線之樞紐位置。如以航運成本考量，台灣亦為
大陸沿海港口，包括上海、寧波、廈門及福州等港口，與主航線連接較為理想之
轉運地區。因此，以海運市場地理區位觀之，台灣正位於最有利之地理位置，如
能配合其他相關措施及適當之經營策略，將使台灣在全球海運市場占有相當重要
地位。

在海上交通流方面，台灣位處西太平洋之運輸樞鈕，東南亞貨物轉運中心，
除了進出台灣各港之國內外航線的商船外，往來香港、日本兩地的商船甚多借道
航行於台灣西部海域。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航行於台灣附近海域的商船艘數也
跟著增加。

    台灣地區共有五個國際港口－基隆港、高雄港、台中港、花蓮港及蘇澳港，
進出的商船自然大幅也隨之成長。囿於地理位置及經營方式的不同，營運實績呈
現出不同的態勢。以進出台灣各港之國內外航線的商船數量觀之，依據交通部統
計資料顯示（詳如表 6-1），進港船舶艘次：民國八十六年五港進港船舶 32,389
艘次，較上年成長 8.60％。五港中，以花蓮港成長最快，達 17.52％，其次為台
中港成長 13.73％，第三為高雄港成長 10.79％，第四為蘇澳港成長 6.80％，基隆
港成長 0.76％殿後。各港進港船舶艘次占五港進港船舶艘次比例，依序為高雄港
占 50.46％，基隆港占 26.23％，台中港占 16.58％，花蓮港占 4.45％，蘇澳港占
2.28％；與上年比較，高雄港增加 0.99 個百分點，台中港增加 0.75 個百分點，
花蓮港增加 0.34 個百分點，蘇澳港減少 0.04 個百分點，基隆港則減少 2.04 個百
分點。

    民國八十六年五港進港船舶總噸位共計 481,432,490 公噸，較上年成長 8.12
％。五港中，以花蓮港成長 21.85％為最快，餘依序為台中港成長 16.92％，高雄
港成長 8.49％，蘇澳港成長 5.12％，基隆港成長 2.03％。各港進港船舶總噸位占
五港進港船舶總噸位比例，依序為高雄港占 57.41％，基隆港占 24.70％，台中港
占 14.33％，花蓮港占 2.16％，蘇澳港占 1.40％；與上年比較，台中港增加 1.08
個百分點，花蓮港增加 0.24 個百分點，高雄港增加 0.20 個百分點，蘇澳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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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個百分點，基隆港則減少 1.48 個百分點。
    民國八十六年五港總貨物吞吐量為 186,236,000 公噸，較上年成長 13.83％，
其中進港為 147,630,701 公噸，成長 14.11％，出港為 38,605,299 公噸，成長 12.78
％。五港中花蓮港成長 22.75％居冠，其次為高雄港成長 16.96％，第三為台中港
成長 15.35％，第四為蘇澳港成長 7.93％，基隆港則負成長 0.03％殿後。各港貨
物吞吐量占五港總貨物吞吐量比例，以高雄港最高占 52.27％，次為台中港占
24.07％，第三為基隆港占 14.12%，第四為花蓮港占 6.00％，蘇澳港最少，僅占
3.54％。與上年比較，高雄港增加 1.40 個百分點，花蓮港增加 0.44 個百分點，
台中港增加 0.31 個百分點，蘇澳港減少 0.19 個百分點，基隆港則減少 1.96 個百
分點。

民國八十六年高雄港之船舶進出港數量達 32,685 艘，基隆港 16,984 艘；台
中港雖進出港船舶數量歷來就較基、高兩港為少，但民國八十六年之進出港數量
亦達 10,737 艘，約為民國七十五年之 3.8 倍。若以西側三個國際港年的進出港率
觀之，可推估平均每天約有 160 艘左右船舶航經台灣西部周圍海域。然而，以地
理位置而言，台灣位居亞洲大陸東緣，是東北亞和東南亞各港口之間，海上交通
的通衢要道，西北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連絡門戶。而交通部之船舶交通統計資料
上，並不包括這些過門不入的各國船舶，因此實際通過台灣西部周圍海域的船隻
比推估的多。

    經由表 6-2、表 6-3、表 6-4 民國八十六年基隆港、台中港及高雄港三港口進
港輪船噸位來看，航經台灣西部海域之船舶噸位在未滿 1,000 總噸有 1642 艘
（5.4%）；1,000∼4,999 總噸有 7924 艘（26.2%）；5,000∼9,999 總噸有 5,759 艘
（19.1%）；10,000∼19,999 總噸有 8,235 艘（27.3%）；20,000 總噸∼39,999 總噸
有 4,050（13.4%）；40,000 總噸以上有 2,599（8.6%），以噸位 20,000 總噸以下居
多。從表 6-5 可得知航經的船舶類型而言，以貨輪居多，其中又以貨櫃輪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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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台灣地區國際商港船舶進出艘數統計表
                                                           單位：艘

基隆 高雄 花蓮 台中 蘇澳
進港 出港 進港 出港 進港 出港 進港 出港 進港 出港

1986 6,648 6,640 9,795 9,772 778 776 1,402 1,407 415 416
1987 6,977 6,974 10,258 10,251 818 818 1,564 1,559 502 499
1988 7,243 7,248 10,855 10,889 947 947 1,733 1,729 606 608
1989 7,572 7,568 10,974 10,970 917 921 1,916 1,914 578 576
1990 7,623 7,632 10,939 10,917 818 817 2,098 2,099 495 495
1991 7,514 7,505 11,465 11,468 878 874 2,620 2,614 790 793
1992 7,908 7,902 12,234 12,201 893 891 3,268 3,270 645 645
1993 8,005 8,004 12,888 12,872 1,057 1,051 3,538 3,535 631 630
1994 8,026 8,025 13,127 13,110 1,171 1,176 3,780 3,785 318 616
1995 8,159 8,168 14,317 14,305 1,233 1,227 4,088 4,084 645 648
1996 8,431 8,423 14,753 14,926 1,227 1,226 4,721 4,724 691 688
1997 8,495 8,489 16,345 16,340 1,442 1,448 5,369 5,368 738 739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統計月報 December 1997

表 6-2  基隆港進港輪船噸位

八十
六年

未滿
1000
總噸

1000-
4999
總噸

5000-
9999
總噸

10000-
19999
總噸

20000-
39999
總噸

40000-
59999
總噸

60000
總噸
以上

1月 17 188 129 230 86 43 
2月 13 135 115 192 58 44 
3月 26 190 143 245 86 49 
4月 24 173 154 255 76 49 
5月 20 188 140 255 98 50 
6月 29 193 126 253 82 57 
7月 27 181 128 271 87 45 
8月 27 161 117 259 88 47 
9月 19 171 132 271 74 48 
10月 22 172 139 281 77 52 
11月 17 153 122 252 69 43 
12月 18 181 138 272 74 49 
合計 259 2086 1583 3036 955 57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統計月報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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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台中港進港輪船噸位

八十
六年

未滿
1000
總噸

1000-
4999
總噸

5000-
9999
總噸

10000-
19999
總噸

20000-
39999
總噸

40000-
59999
總噸

60000
總噸
以上

1月 8 109 91 152 71 2 
2月 3 75 70 115 69 7 
3月 5 114 99 151 71 4 
4月 5 115 99 153 67 1 
5月 9 120 95 172 77 5 
6月 7 111 93 161 78 3 
7月 9 108 97 177 78 3 
8月 11 100 83 160 70 5 
9月 8 115 94 165 72 8 
10月 12 119 90 167 72 3 
11月 10 118 105 161 79 4 
12月 12 119 99 178 68 3 
合計 99 1323 1115 1912 872 48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統計月報 1997

     表 6-4  高雄港進港輪船噸位

八十
六年

未滿
1000
總噸

1000-
4999
總噸

5000-
9999
總噸

10000-
19999
總噸

20000-
39999
總噸

40000-
59999
總噸

60000
總噸
以上

1月 92 364 234 259 182 102 61
2月 77 280 205 204 142 92 53
3月 100 372 234 264 193 102 60
4月 125 388 276 275 184 98 63
5月 146 446 273 279 182 101 63
6月 124 403 248 284 190 103 68
7月 112 401 279 301 205 93 62
8月 87 339 216 274 191 99 70
9月 114 386 279 277 184 100 70
10月 107 384 258 308 192 96 79
11月 106 364 276 276 190 101 63
12月 94 388 283 286 188 100 76
合計 1284 4515 3061 3287 2223 1187 788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統計月報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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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  台灣地區八十六年各港進港輪船種類

                                        單位：航次
貨 輪船 舶

類 型
客
輪

客
貨
輪

小
計

貨
櫃

冷
藏

穀
類

油
輪

礦
砂

煤
輪

木
材

散
裝

一般
貨輪

其 他
專 用
輪

6月 14 53 255
7

125
5

27 32 30
7

26 45 24 23
1

610 161

12月 12 36 263
7

125
5

14 24 31
7

33 52 21 25
5

666 15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統計月報 1997

6.1.2 防止船舶排氣污染之法規
    
    我國目前各港口對於船舶排氣污染之管制乃是沿用環保署於民國八十二年
九月一日修正發佈之「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八條之規定：

第八條 火車及船舶排放粒狀污染物之標準，規定如下表：

排放標準

目測判定

交
通
工
具
種
類

施
行
日
期

粒狀污染物
(不透光率%）

備                                      註

火
車

發
佈
日

  40
一、允許起動時（引擎起動及列車機車油門加速過

程中）10 秒內不超過不透光率 60％。
二、目測不透光率 40％，相當於林格曼二號。

船
舶

發
佈
日

  40
一、允許主推進機推進動力 3000Kw 以上之船舶

起動時 20 秒內，3000Kw 以下之船舶起動時
10 秒內，不超過不透光率 60％。

二、目測不透光率 40％，相當於林格曼二號。

各港執行船舶排氣污染之稽查方式則依據環保署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一日公
佈之「空氣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四條之規定：
    第三十四條 使用儀器檢查與目測逕行舉發公私場所及交通工具排放之空

氣污染物，由經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之人員為之。
前項目測，對公私場所及交通工具排放之粒狀污染物之判
定，視同儀器檢查。
第一項之訓練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若船舶排放空氣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者，則依環保署八十二年二月十五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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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第二條第三款之規定：

    第二條 汽車、火車、船舶、航空器及其他水上動力機具排放空氣污染物超
過排放標準者，其罰鍰標準如下：

三、 船舶：
（一）總噸未滿一百總噸者，每次新臺幣一萬元。
（二）總噸位一百總噸以上未滿一千總噸者，每次新臺幣二萬元。
（三）總噸位一千總噸以上未一萬總噸者，每次新臺幣四萬元。
（四）總噸位一萬總噸以上者，每次新臺幣六萬元。

依據環保署「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規定，台灣省交通處亦
制訂「船舶排放空氣污染物管制要點」，其中重要規定如下：

第二條 船舶排放空氣污染物管制機關為當地商港管理機關，受

交 通 部
行政院衛生署監督

第三條 船舶排放粒狀污染物濃度不得超過不透光率百分之四十或相當於
林格曼表二號（RING ELMANN CHART NO.2）；其他空氣污染之
管制標準比照省（市）發布標準。

第四條 船舶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稽查分儀器檢查及目測判定兩種。

前項目測逕行舉發由經目測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之人員為之，對船
舶排放粒狀污染物之判定視同儀器檢查。

第七條 船舶排放粒狀污染物超過標準者，依「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
鍰標準」處罰，排放其他空氣污染物超過標準者依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十六條規定處罰。

由上述相關法規可以看出，環保署目前對於船舶排氣污染之管制係與汽車排
放粒狀污染物之標準相同；偵測方式雖可使用儀器檢查，可是由於船舶的排氣煙
囪甚高，一般情形人員無法攀爬檢查，只得以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之人員使用目
測判定。如果目測發覺船舶排放粒狀污染物濃度超過不透光率百分之四十或相當
於林格曼表二號，且該船總噸位未滿一百總噸，即需罰鍰每次新台幣一萬元；總
噸位一百總噸以上未滿一千總噸者，每次新臺幣二萬元；總噸位一千總噸以上未
一萬總噸者，每次新臺幣四萬元；總噸位一萬總噸以上者，每次新臺幣六萬元。

除環保署所制訂上述有關防止船舶排氣污染之相關法規外，在商港區域，總
統於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修正公佈之「商港法」第十八條規定：

第十八條 在商港區域內不得為左列行為：
四、 其他妨害港區安全及污染港區之行為。

「商港法」第四十六條載明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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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條 違反第十八條之規定者，處負責人或行為人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

可見「商港法」並未對靠泊船舶之空氣污染行為有明確之規範，各港在執
行船舶排氣污染之偵測均依據上述「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八條之
規定為標準，但是在處理的過程及違規處罰上則不盡相同。在本計畫中，將就
國內這些現行法規條文進行檢討，並研擬出具體的增修訂建議，提供給相關單
位作為參考。

6.1.3 基隆港船舶排氣污染偵測

基隆港務局設有環境保護所，專責港區範圍內之環境保護及衛生清潔工作，
包括防止船舶各種污染情事在內。該所接受港務局長指揮，在主任之下設置第一
課、第二課、第三課及清潔隊，共計編制人員 116 人（參見圖 6-1），稽查員共應
有 8 人，第二課負責船舶污染稽查，稽查員 3 人。但是目前全所人員僅 82 人，
稽查員僅有 1 人（參見圖 6-2）。

    基隆港環境保護所於八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公告之「基隆港泊港船舶清潔、污
染防治須知」第一條有關船舶冒煙之規定：
一、船舶冒煙：（依據空氣污染防制第三十一條及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第八條規定）。
(一) 允許主推進動力 3000KW 以上船舶起動時 20 秒內，3000KW 以下之船

舶起動時 10 秒內，不超過不透光率 60%。
(二) 目測不透光率（粒狀污染物）不超過 40%，相當於林格曼二號。
(三) 老舊船舶無法改善排煙，依下列措施辦理。

1.依違反商港法第十八條第四項規定按同法四十六條規定處罰，其情節
嚴重者並勒令停工。

2.由代理行要求船東貨主另覓妥僱用陸上機或水上機進行裝卸，以免機
具老舊船舶開啟船機作業造成空氣污染。

    因此，基隆港務局對於船舶排氣偵測還是依據環保署所訂定之「交通工具空
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八條之規定為準，以目測不透光率 40％，相當於林格曼
二號為標準。但是對於排氣污染之違規罰則則以「商港法」第四十六條為依據，
處以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該港並將船舶排氣規定告知各航運公司、船舶
代理業及海軍，轉告所屬船舶或代理船舶遵守。

該局環保所偵測船舶排氣採用目測及輔以拍照存證方式辦理，第二課全課實
際工作人員僅 2~3 人，必須依賴該局其他單位人員協助偵測。目前基隆港務局共
有 13 位執行人員經過目測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其中 4 位為環保所人員，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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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位則屬其他單位人員，上述人員每年還必須接受複訓一次，每次一天，該項訓
練係由環保署委託成功大學辦理。該所備有攝影機 V-8 一台、照相機兩台。由於
港區範圍寬廣，船舶違規排氣不易發覺，而且黑煙容易消散，因此，該港各碼頭
之工作人員均負有偵測之責任，一旦發現船舶違規排氣立即通知環保所，該所合
格人員可在最短時間內攜帶攝影機及照相機到達現場，進行蒐證工作（圖 6-3）。

圖 6-1 基隆港務局環境保護所組織編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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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基隆港務局環境保護所現有人員編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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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基隆港船舶進出港期間污染行為稽查取締作業流程

船舶靠泊或航行於港區內
發生污染港區環境之行為

是否為海或意外碰

撞造成之污染

經由
1.意外事故污染行為
2.民眾向本所檢舉
3.現場作業人員向本所檢舉
4.本所主動稽查發現之污染行為

1.立即報告本局災害處理中心.
2.查證該船之船務代理公司.
3.要求儘速處理外漏油污,並採取緊急措施避免污油擴

散.
4.要求先設法抽除艙內存油,並將油管入(出)口堵塞.
5.本所現場監控油污處理情形.
6.如有必要本所先行緊急代清除海面污油
7.通報油污染情形及清除進度于本局災害處理中心.

是 否

1.現場攝錄影拍照存證
2.製作稽查紀錄表(污染事實嚴重者開具取締告發

單)交船務代理公司或船長簽證,並由發生污船舶
之船長出具污染事故報告書,送本局備查.

3.要求污船舶立即改善或採取善後處置措施.
4.如屬船舶油污染,有必要時本所先行投入人力,物力

清除污油.
5.污染行為簽處陳核.

船長是否採取緊
急防制油污染措
施

是

否

1.污染船舶船長違反商港法第三十二條議處.
2.發處分函于污染船舶船長或船務代理公司或

船東授權機構,副本發本局相關單位.
3.向本局出納課繳納罰款,本局出納課製作繳款

回執聯交于本所存查.

本所是否需投
入代清除污油
作業

是

否

1.海難或碰撞事故發生油污染持續監控並提
供必要人力、物力援助,至油污清除完竣.

2.計算本所投入代清除污油費用並製明細表,
發函船舶所屬船東或授權代處理機求償.

3.向本所繳交代清除費用,本局出納課製作繳
款回執聯交于本所.

海難或碰撞事故污染
狀況持續監控至清除
完竣.

本所是否投入代
清除作業

是 否

1.本所投入人力物力代清除污油清形攝影拍照
存證.

2.計算處理期間人力,車輛,器材機組等費用,由
船舶所屬公司負責賠償.

3.檢具代清除費用明細表、現場照片,發函船舶
所屬代理公司或船東授權代處理機構求償.

1.檢附污染現場照片及污染船舶船長報告書,本所稽查紀
錄表(或取締告發單)簽擬處分意見陳核.

2.處分函發污染船舶船務代理公司或受處分人,副本發本
局相關單位,如屬受檢舉或陳情案,副本發檢舉人或單位

1.受處分人或船東向本局繳納罰款,代清除費用.
2.本局出納課製作繳款回執聯交本所存查.

全 案 紀 錄 存 檔 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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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港務局自民國八十四年至八十七年十月共取締船舶違規排放黑煙案件
31 件，處罰金額共計 123,450 元。其中五件之處理過程如下：

一、可麗（CURY）油輪空氣污染
    事故發生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下午十四時二十分，吉盛船務代
理公司代理之「可麗（CURY）油輪」，靠泊基隆港西卅三碼頭，排冒黑煙
超過標準，應依法處分。其污染狀況：

1. 該輪靠泊西卅三碼頭，連續排放黑煙濃度達 90%以上，且持續三分
鐘以上，污染港區空氣品質。

2. 現場污染情形經攝錄影存証。
3. 本案係違反商港法第十八條第四項之規定，並依同法第四十六條之

規定處分。
處理情況：

1. 依基隆港務局 86 年 3 月 14 日取締告發通知單，及該輪船長致該局
報告書辦理。

2. 查該輪連續三分鐘以上排冒黑煙濃度 90%以上，有違空氣污染防制
法及商港法之規定，經本局稽查員錄影存証在案。

3. 本案經該輪船長提出報告書：「係因更換鍋爐致引發空氣污染之情
形，深表歉意並願接受處罰，及保証不再犯」。

4. 基隆港務局爰依商港法第十八條及四十六條之規定，裁處行為人該
船船長 CRASTO 參仟元罰鍰（折合新台幣玖仟元）。

二、勝灣輪空氣污染
    事故發生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一日下午十四時四十五分，北亞船務
公司代理之勝灣輪靠基隆港西四碼頭因排放黑煙超過標準依規定應予處
分。污染狀況：靠泊於西四碼頭之「SONBAI」輪排放黑煙濃度達 50~60％，
已超過法定濃度 40％，且連續三分鐘以上。
處理情況：

1. 現場已攝錄影存証。
2. 要求該輪立即改善。
3. 持續查看，倘有再犯情事，依法告發。
4. 已通知船長改善並保証不再犯。

三、BUSAN GLORY 貨櫃輪空氣污染
    事故發生於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八日，大峰代理公司之貨櫃輪
「BUSAN GLORY」靠基隆港西十九碼頭，因排放黑煙超過標準依規定應
予處分。污染狀況：下午兩點經稽察至西十九發現貨櫃輪「BUSAN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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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黑煙超過標準，不透光率 50~60％。
處理情況：登輪予以警告，促儘速改善。

四、軍艦空氣污染
    事故發生於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健民街簡先生電話反映西九軍
區停泊之軍艦已數次排放黑煙。簡先生於 11:30 電話反映基隆港務局環保
所，西九軍區停泊之軍艦已數次排放濃煙（黑白煙均有），且飄至健民街處
有油味，致附近居民引起嘔吐不適，請該所儘速處理取締。
處理情況：至西九軍艦停泊處察看，並無排放黑白煙，經電洽作戰組，轉
告健民街簡先生反映事項，該組允諾立即去了解並處理此一狀況。

五、秦海輪空氣污染
    事故發生於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時四十六分祥和船務代
理公司代理之「秦海輪（M/V QIN HAI）」，靠泊基隆港西卅碼頭，因機件
故障致排放黑煙超過標準依規定應予處分。污染狀況：連續排放黑煙污染
空氣，已攝錄影存証。經調查，該輪係風門控制開關故障，致排煙濃度超
過標準，攝錄影排放黑煙時間為二分鐘。
處理情況：

1. 依基隆港務局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取締告發通知單辦理。
2. 查該輪排放黑煙濃度達不透光率 90％以上，有違空氣污染防制法

及商港法，經該局稽查攝影取締在案，惟考量該輪確係空氣控制風
門彈簧斷損，致造成排放濃煙並已立即停機改善之下，爰依商港法
四十六條規定，裁處柒仟元罰鍰（折合新台幣貳萬壹仟元）。

3. 罰款於文到三星期內逕向出納課繳納。

該港對於防止船舶排氣污染之建議如下：
（一）MARPOL 國際公約之規定因尚未生效實施，目前仍依賴目測方式偵

測船舶排氣污染，未來應以公約之規定作為排放標準。
（二）船舶排氣污染之蒐證相當困難，等發現在前往取締時，時效上已錯失

時機，宜改善偵測技術及設備，例如：安裝固定式紅外線偵測器於碼
頭旁，但是需要環保署補助經費。

（三）目前稽查人員已感不足，港務局未來將民營化，人力更將精簡，船舶
污染之防止應改為地方政府環保單位負責，並加強稽查人員之訓練。

6.1.4  高雄港船舶排氣污染偵測

高雄港務局亦設有環境保護所，成立於民國八十二年，目前全所人員約八十
餘人。第一課負責港區水污染、油污染、空氣污染取締及污染防治等工作，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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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負責廢棄物處理、港區綠化、環境監測、油污染收受設備等工程事項。

高雄港務局對於船舶排氣偵測也是依據環保署所訂定之「交通工具空氣污染
物排放標準」第八條之規定為準，以目測不透光率 40％，相當於林格曼二號為
標準。該局環保所偵測船舶排氣採用目測及輔以拍照存證方式辦理，第一課備有
攝影機 V-8 一台、照相機兩台，目前已有 3 人接受過目測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
執行船舶排氣污染監測之工作，另有通報系統。由於高雄市環保局為當地環保監
督之主管機關，包括港區之環保監督，因此，一旦發現船舶排放黑煙，環保所立
即通報高雄市環保局，兩單位人員一起至現場取締，或者由高雄市環保局直接取
締，並由市環保局執行處罰工作。大部份空氣污染之情況並不嚴重，僅予以口頭
警告。高雄港務局環保船舶排氣污染申訴案例如下：

一、一號碼頭台華輪在港區排放黑煙
1. 申訴日期及時間：民國八十七年八月十一日九點零三分

2. 申訴原因分析：
（1） 09:08 依申訴原因察看台華輪靠泊於港區碼頭，並未發現證實排放黑

煙。09:09 電話聯絡台航公司趙經理瞭解，他說台華輪是靠碼頭待車
（暖車），並未加車，無排煙現象。但要起航加車時就會產生排放黑
煙情形，是船車本身設備問題，改善有困難，唯有一種方式可以改善
略為改善是盡量利用拖船拖離港區一途，別無其他辦法可解決。

（2） 台航公司願意前往與申訴人當面解說，力求諒解。
3. 處理對策及預防措施：
（1） 依申訴時段經調查，並不確實。
（2） 起航時加會產生排放黑煙，經於趙經理溝通日後會防制改善，減少

民怨。儘量利用拖船作業離港，請求船長特別注意此一問題防範。
（3） 依申訴案件列入查核。倘若累犯，且無明顯改善，將予舉發，並行

交給予其上級主管機關處理。

二、靠泊#61 碼頭之船舶持續排放黑煙
1. 申訴日期及時間：民國八十七年八月十日九點四十分
2. 申訴原因分析：

09:30 登上 61W 碼頭「LARA  SAT1 輪」會船長及輪機長促其改善。
3. 處理對策及預防措施：

經輪機長至機艙調整機器後已獲改善，並請輪機長隨時注意該狀況，否
則告發處分。

港務局環保所曾建議編列污染偵測儀器及設備預算，但是會計室有不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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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而作罷。加強偵測設備是該所目前最為迫切之需求。

6.1.5  台中港船舶排氣污染偵測

台中港務局亦設有環境保護所，於民國八十三年二月正式成立。該港對於船
舶排放之偵測標準與基隆、高雄兩港相同，如果超出排放標準，其罰則與基隆港
相同，係引用「商港法」第四十六條為依據，處以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目前共有合格之目測稽查員 9 位，3 位屬於環保所編制人員，其餘 6 為則為其他
單位人員協助偵測。蒐證設備包括 V-8 攝影機 2 台，照相機 6 台。

台中港對於船舶排氣污染之應變流程及指揮系統係以油污染之架構為原則
（圖 6-4、6-5）。一旦發現船舶違規排放黑煙，稽查員立即攜帶 V-8 至現場蒐證
記錄，邀請船長及船舶代理行觀看錄影帶以確認違規過程，在船長簽名同意接受
處罰後，船舶才得以出港。該港有關船舶空氣污染之處罰案例如下：

一、智明輪空氣污染案例：
1. 事故發生

    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靠泊台中港 8A 碼頭時，
排放黑煙之粒狀空氣污染物，污染港區空氣品質。

2. 事故原因
    光明船務代理之「智明」輪，在台中港 8A 號碼頭排放黑煙之粒狀
氣污染物，污染港區空氣品質。依光明船務轉該輪大管報告，係因機艙
鍋爐點火故障，進行維修、調煙與測試作業時，造成鍋爐點火不正常，
致發生短暫排放黑煙之行為，並非有意排放。

3. 處理情形

    本案經台中港務局人員當場洽請該船大管立即調整改善，致未釀成
嚴重污染事件。當時港務局局將上述情事告知光明船務，請轉知該船東
或船公司應定期維護機艙鍋爐，爾後不得再有類似情況發生，以共同維
護港區空氣品質，如經再查獲違規污染行為，港務局將依規定嚴予加重
處罰。有關船舶排放粒狀污染物，請確實遵照「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
十三條及「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八條規定標準執行。

二、褔勝輪（M.V. FU SHUN）空氣污染案例：
1. 事故發生

    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上十九時，靠泊台中港 29 碼頭時，
排放濃密黑煙之粒狀空氣污染物，污染港區空氣品質，違反商港法第十
八條第四款規定。

2. 事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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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舫船務代理之褔勝輪，於本（85）年12月30日晚上19時，在台中
港29號碼頭進行加裝鍋鑪油料，依安舫船務代理公司轉該輪船長報告，
係因新裝油料含有少量水份，致使鍋鑪燃燒不良，排放濃密黑煙之粒狀
空氣污染物，污染港區空氣品質。

3. 處理情形
    本案經台中港務局人員當場洽請該公司人員及該船船長立即調整
改善，致未釀成嚴重空氣污染，違反港區環境及作業安全；惟該輪船長
一再表示道歉，並保証以後不再發生此類污染事件，爰依「商港法」規
定裁處罰鍰參仟元，折合新台幣玖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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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台中港務局對重大油污緊急應變作業流程表

必要時通報相關縣市政府
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適時
介入處理糾紛賠償事宜

7.完成工作將處理經過陳
報上級(結束)

6.將處理經過轉報聯絡中心

5.(1)現場處理:本局相關單
位、相關肇事單位、保
險承保公司(港外則含
相關縣市政府)

(2)海灘救護機構及油污清
除支援單位

3.(1)派員至現場勘查瞭解實
況(港內)

(2)派員會同船舶所有人或
代理人至現場勘查瞭解
狀況(港外)(環保所)

2 . 通 報 環 保 所 ( 上 班 時 間 )

4.(1)要求肇事單位速作緊急
處理

(2)準備船及器材待命支援
(港內)

(3)協調海難救護油污清除
支援單位協助(港內)

1 . 重 大 油 污 發 現 者

轉 報 聯 絡 中 心
( 非 上 班 時 間 )

港 務 長

局 長 ( 副 局 長 )

(1)協調港警所前往現
場執行告發

(2)協調其他單位監控
定位及發通報

轉知船公司及附近
船隻避讓(港務組)

局長、副局長、港
務長及聯絡中心

交通處第三科聯絡中心

註：1.本表所列重大油污係指港區，內外船舶發生觸礁、擱淺、碰撞及沉沒致發生漏油污染
2.重大污染案下班時先通知聯中心，由其轉知環保所主管（主任或課長）。
3 港區一般油污染案件優先聯絡承辦人員前往查處。
4.港內港均同一流程。
5.外港通報發現大量油污時，視同重大油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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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緊急漏油事件指揮系統表

總 指 揮 官 ( 局 長 )
副 總 指 揮 官 ( 副 局 長 )

港 務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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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場 指 揮 官 ) 緊 急 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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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花蓮港船舶排氣污染偵測

花蓮港務局目前尚未設置「環保所」，有關船舶排氣污染之防止管制業務係
由該局港灣組港灣課兼辦，為因應港區各項污染的有效防制，該局將調整組織編
制，增列「環保課」主管相關事宜。

該局執行船舶排氣污染所引用的法令規定分別為環保署所訂定之「空氣污染
防制法」、「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對於排氣污染之偵測，該局以目測不透
光率 40％，相當於林格曼二號為標準，採目測及輔以拍照存證方式辦理，執行
人員目前僅有一人經過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備有照相機兩台。

自從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一日公佈「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實施以來，至
民國八十六年底止，共舉發船舶違規排氣污染案件約 50 餘件。自八十七年以後，
因前數年之嚴格執行，該港並請各代理行不斷向靠岸船舶之船長告知排放規定，
到港船舶多已能注意機器保養，並汰換不良機器，目前到港船舶已少有氣體污染
排放之情況發生，偶有發現亦屬輕微。

該港對於防止船舶排氣污染之建議如下：
（一） 可配合地方環保單位共同建立偵防體系，以高科技之精密儀器監控

港區所有船舶有無違規情事發生，一經發現，立即予以取締告發。
（二） 該局未來組織編制將增設環保專責單位，並與各相關機關合作，持

續加強內部人員各項訓練，以利環保工作之進行。
（三） 對於進港船舶之各項資料加強查核，老舊船舶並應視需要實施稽

查，以降低空氣污染之發生機率。
（四） 未來將協調水上警察局協助取締海上航行船舶之海上污染等相關事

宜。
（五） 對於船舶之監控及登輪取樣備查之工作，在人力、物力及法令規定

等三方面必須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因此，航政單位、地方環保單
位及警政單位必須相互合作，運用各方面之人力及設備，採取陸、
海、空全面偵測及蒐證，才能有效防止船舶污染。

6.1.7 蘇澳港船舶排氣污染偵測

蘇澳港務局係屬基隆港務局之分局，沒有環保所之編制，因此，有關船舶排
氣污染之防治工作由該局港航課負責。具有目測訓練合格之稽查員僅一人，沒有
任何偵測設備。由於每日港內繫岸船舶約 8~9 艘，數量很少，排氣汙染之違規事
故不曾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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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我國船舶空氣污染防制近況
海運是我國經濟命脈，因此維持航運暢通，避免法規上各種阻礙留難，以減

少無謂損失，實為當今重要課題。玆為因應「一九七三年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一九九八年議定書」規定，需預先瞭解我國船舶現況，並各航運公司對防制空氣
污染方面的認知和行動措施。此項研究工作，分別以問卷調查及訪談方式進行。
首先針對我國籍之五十五家大小航運公司發出問卷（如附件），調查各公司現有
商船主機廠牌機型、數量、採用燃油種類及品質，船公司對控制排氣污染採取何
種措施，並船舶在世界各港口曾否有過空污被稽查或罰款經驗。回收問卷十八份
是經過航運公司慎重填寫的，另外的問卷大多原封退回，信封上註明「查無此公
司」或「已遷移」等，另有些公司回函則說明「公司目前無船，無法回答問卷」。
近年航運不景氣，由此略見一斑。

各公司商船主機廠牌機型如下列，其中以著名廠牌 MAN B&W 及 Sulzer 居
多。

長榮海運公司（43 艘）
Sulzer 7RND90 M ×6 Sulzer 6RLB90 ×15 Sulzer 7RTA76 ×9

Sulzer 9RTA84C ×4 Sulzer 7RTA52U ×3 Sulzer 12RTA84C-UG

陽明海運公司（27 艘）
Sulzer 9RND90 M ×7 Sulzer 8RLA90 ×4 Sulzer 8RTA76 ×11
B&W 10L80MC ×5

萬海航運公司（26 艘）
MAN B&W GFCA/L-MC/S-MC

香港華光船務代理公司（16 艘）
MAN B&W 5L50MCV ×4 MAN B&W 5L60MC ×1 MAN B&W 5S60MC ×1
MAN B&W 6S50MCV ×5 MAN B&W 6S70MCV ×2 Sulzer 6RTA62 ×1
7UEC50LCⅡ ×1 7UEC37LA ×1

四維航業公司（18 艘）
HANSHIN 6LU50A ×2 HANSHIN 6EL44 ×4 HANSHIN 6LHR6L ×1
HANSHIN LH46L ×2 MITSUI B&W 5L50MC ×1 MITSUI B&W 7S35MC ×1
HITACHI B&W 6S60MCⅢ ×1 Sulzer 6RTA58 ×1
Sulzer 7RTA48 ×1

偉成船務代理公司（1 艘）
HITACHI B&W 6K62E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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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利航業公司（14 艘）
MAN B&W 7S50MC ×14

銀河運通公司（2 艘）
Sulzer 6RND68 ×2

台塑海運公司（8 艘）
B&W ×2 UEC ×6

裕民航運公司（25 艘）
AKASAKA B&W Sulzer

詹友實業公司（1 艘）
Sulzer RND68 ×1

太平洋航業公司（1 艘）
Sulzer RND68 ×1

中國航運公司（7 艘）
Sulzer 6RTA76 ×1 MAN B&W 580MCE ×2 MAN B&W 750MC ×4

信友實業公司（1 艘）
Sulzer RND68 ×1

吉順船務公司（2 艘）
B&W ×1 MAKITA ×1

全利台船務代理公司（3 艘）
UET 45/80D ×1 UEC 45/115H ×1 HANSHIN 6EL40 ×1

燃油於航運中所佔地位十分重要，近年船舶自動化的發展與造船技術之改
進，船舶營運成本與投資成本均有下降的趨勢，惟獨燃油成本居高不下，而且還
有日趨上漲的危機。據業界估計，近年燃油消耗成本約佔整個船舶營運成本之八
成，是公司營運的生存競爭關鍵。因此，為降低成本，大型商船除輔機如發電機
引擎之中、高速機，有使用 M.D.O 高級油料者外，幾乎全都使用廉價燃油，即
所謂重油。此種油料，其實並非特意煉製之產物，而是煉油廠從原油中盡量提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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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高級油料後的殘渣。尤其煉油技術愈進步，就能從原油中提煉出更多高級油
料、殘存餘下油料的品質亦就相對每下愈況。不僅油分子碳氫結構粗重，燃燒性
差，更含有雜質硫、釩及硬度極高的鋁、矽等金屬觸媒粉粒。嚴格說來，本不適
用於柴油引擎。然而經濟考量勝過一切，無可避免只得勉強採用。基于此原故，
要想船舶主機排氣合於標準免於污染，確有實際上的困難！

現今本國商船使用之燃油，大致為 IF0-180 及 IFO-380 較多。常去加油的港
口有：休士頓、紐約、洛杉磯、紐奧良、奧克蘭、鹿特丹、雅加達、新加坡、德
班、香港、中東、日本、釜山、印度、及基隆、高雄等港。其中工業先進國裂解
油品質甚差，如鹿特丹、紐奧良、新加坡之燃油，硫含量 3.5%以上，觸媒粉粒
達 30~50 PPM。一般認為台灣、日本和英國的燃油品質較佳。

至於控制排氣污染方面，進行問卷調查外，另訪談了中國航運公司、長榮海
運公司、立榮海運公司、陽明海運公司、萬海航運公司，及中國驗船中心、挪威
驗船協會和基隆水產實驗所等機構。結果顯示各航運公司對此問題均肯慎重面
對，認真要求輪機員加強主機各部份之保養工作，依據造機廠手冊規定，努力使
主機保持最佳狀態。燃油處理多加強淨油、油溫、黏度控制、並添加助燃添加劑。
長榮和萬海航運公司，更於燃油系統內加裝燃油均質機，期使燃燒情況更好。惜
理論上這些措施並不能對（NOx , SOx）排氣污染有多大改善。惟萬海航運公司
新採取燃油混水方式，或可有所助益。只是此項技術尚在發展試驗階段，成效猶
待評估，使用亦未普遍。現今研發防止排氣污染的方法，其能施用於船舶者，除
此種燃油混水乳化法外，尚另有直接噴水法、遲延噴油時間、及排氣觸媒轉化器
等，但各有優劣，尤其設備添加後，既增加船舶重量，更增船東成本。除非世界
各國船舶空氣污染管制條例一體制定，嚴格執行外，要船舶普遍裝設新設備之可
能性不大。現今各國港口對此管制鬆弛，即以空氣污染管制最力之美國加州，對
船舶亦不得不網開一面，因實際上有實行之困難。若單一港口嚴厲管制，必會導
致商船避而改靠其他港口，造成該港營運業務衰退，誠損失重大，無人樂見。調
查顯示本國商船被稽查或被罰之情況不多，僅有極少數曾在洛杉磯港及基隆港遭
到口頭警告的例子。

燃油品質與排氣關係密切，欲在購買燃油上省錢，就會犧牲燃油品質而造成
排氣更大污染。為彌補此缺失，勢必在防止排氣污染設備上投下更多金錢。反之，
想減少防止排氣污染設備經費，則應該改善燃油品質。此乃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之
事。綜合觀之，將來似乎得從兩方面同時著手，既要改善燃油品質，又要研究防
止排氣污染之設備與技術方為上策。如此，或許意味廉價航運時代即將結束了。
當然，這也是應當的。地球只有一個，污染破壞環境，是在透支著自然資源，將
來我們損失的，和需要補償的，必千萬倍不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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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對於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之因應

由於我國「商港法」中所謂的污染行為並不明確，對於港區內船舶排氣的
標準亦無規範，因此，在法規不完全的情況下，目前台灣各港務局執行船舶排
氣污染之偵測均只得依據前述「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八條之規定，
以目測不透光率 40％，相當於林格曼二號為標準。但是各港在處理的過程及違
規處罰上不盡相同。基隆、台中兩港係由該港環保所負責偵測及蒐證工作，由
於港務局環保所並非「空氣污染防制法」中所謂之主管機關，不能依據環保署
所制訂之「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對違規船舶執行處罰，只得依
據「商港法」第四十六條處對違規排冒黑煙之船舶處以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高雄港則由高雄市環保局及該港環保所共同負責偵測及蒐證，船舶違規
處罰則由高雄市環保局負責，依據「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第二
條處以新台幣一萬元至六萬元。

目測不透光率所偵測對象主要是粒狀污染物，MARPOL 73/78/97附錄 VI「防
止船舶大氣污染」中所強調的是控制破壞臭氧層物質、氮氧化物、硫氧化物、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等的排放。

    臭氧層負責過濾太陽輻射線中之紫外線，以使人體不致遭受傷害。近年來，
不斷有科學報告指出臭氧層已遭破壞，尤以北極及南極為甚。臭氧層的破壞會
使人類的眼睛視網膜及免疫系統受到損害，且導致皮膚癌的發生，同時地球上
動植物亦遭到同樣的損害。

船舶內燃機在燃燒過程中，為使完全燃燒，必須吸入大量空氣使空燃比
（A/F）達到一定的比例範圍。燃燒溫度升高，空氣中之氧氣大量燃燒，剩餘之
氧氣與空氣中之氮氣反應形成氮氧化物（NOx），所形成之氮氧化物視燃燒溫度
與含氧量的情況而形成一氧化氮（NO）、一氧化氮（NO2）及一氧化二氮（N2O）
等。燃燒溫度越高，則產生氮氧化物的總量越多。就柴油機而言，低速柴油比
高速柴油機所產生之氮氧化物量較多。氮氧化物將促使大氣酸化，形成優氧化
及臭氧等，對人體造成危害。

柴油引擎排放之硫氧化物（SOx）將污染大氣環境及沈積地表，造成生態環
境的破壞及危害人類的健康。硫氧化物的產生源自於燃油中之含硫量，因此，
柴油引擎排放廢氣中之硫氧化物量，將隨燃油中之含硫量而定。降低燃油中之
含硫量、從排氣中消除硫氧化物、使用生化燃油添加劑等均是控制硫氧化物的
方法。

MARPOL 73/78/97 附錄 VI「防止船舶大氣污染」中，對於破壞臭氧層物質、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等的排放，其重要規定如下：

1. 破壞臭氧層物質

所有船舶禁止排放破壞臭氧層之物質，並禁止使用含有破壞臭氧層物質的
新設備，但是至二○二○年一月一日前仍允許使用含有氫化氯氟烴（HCFCs）
的新設備。在維修破壞臭氧層物質之系統時，若要將破壞臭氧層物質排放至大
氣，則需經排氣清淨系統（Gas cleaning system）之處理。船舶在港靠泊碼頭維
修破壞臭氧層物質之系統時，該港口碼頭需備有破壞臭氧層物質之收受設備。

2. 氮氧化物（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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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功率超過 130 kW 柴油機，且於二○○○年一月一日以後安裝在船舶
上，其 NOx 排放量應低於：

（i） 17.0 g/kWh（當柴油機轉數小於 130 rpm）

（ii） 45.0*n（-0.2）g/kWh（當柴油機轉數 n 等於或大於 130 rpm 但小於
2000 rpm）

（iii） 9.8 g/kWh（當柴油機轉數等於或大於 2000 rpm）

3. 硫氧化物（SOx）

    船舶使用的任何燃油的硫含量不得超過 4.5 %，在特別海域則為 1.5%。

4.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油輪在港內對於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之排放應加以規範。

為避免船舶使用劣質燃油，該附錄規則十八也對燃油品質有所要求，規定
燃油的硫氧化物含量及排氣的氮氧化物不能超出上述限值。由於破壞臭氧層物
質、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物質無法由目測方式檢測得知，必須由船舶主機之
設計來著手，期使船舶使用排氣合於標準之主機。因此，該附錄規定 400 總噸
以上船舶的主機及相關設備必須經過測試及檢驗，證明排氣確實符合上述標
準，取得「防止大氣污染國際證書（International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Certificate, 
IAPP）」後才可航行。換言之，船舶主機如果沒有「防止大氣污染國際證書」即
表示排氣不合標準。船舶主機檢查包括：

1. 認可檢查：由主機廠商將具有代表性之主機施以測試，自行申請引擎族
（Engine family）或引擎群（Engine group）認證，所有引擎均發給證書。
適用試驗台測試。

2. 初次檢查：接受過認可檢查之主機，適用參數查核法、簡易計測法、直
接計測法；未經過認可檢查之主機，適用船上計測；接受過認可檢查並
安裝減低裝置之主機，適用 NOx 直接計測法、簡易計測法、監視裝置；
接受過認可檢查並予以調整及修正之主機，適用 NOx 直接計測法、簡易
計測法。

3. 中間檢查及定期檢查：主機小調整無修正時，適用參數查核法、簡易計
測法、直接計測法、監視裝置；主機大調整有修正時，適用 NOx 直接計
測法、簡易計測法。

該附錄亦賦予各港口國監督的權利，並且各港口主管官員得利用任何適當
的方法對船舶進行偵測，防止船舶排放違反公約所定的物質，其重要規定如下：

規則十 操作要求之港口國管制

1. 當 MARPOL 73/78/97 之締約國有明確的理由相信在該國港口靠泊的船
舶船長或船員對於船上有關防止大氣污染操作程序不熟練時，該船應服
從該締約國主管官員的檢查。

2. 在上述情況下，該締約國得禁止該船出港，直至該船能符合本附錄的規
定為止。

規則十一  違規之偵測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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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締約國應共同合作於本附錄條文之執行及違規之偵測，應利用所有適
當且可行的方法對船舶進行偵測及環境監視，並以適當程序報告及證據
蒐集。

2. 締約國主管官員為證明排放違反本附錄所規定的物質，靠泊船舶應服
從其檢查。

依據上述附錄 VI「防止船舶大氣污染」中有關船舶排氣偵測及檢查之重要
規定，我國為因應未來 MARPOL 73/78/97 之生效實施，可由防止柴油機污染及
修訂我國相關法規兩方面採取措施。

6.4  防止柴油機污染之對策

6      
6.4.1 氧化氮（NOX）減低對策

6.4.1.1 產生 NOX之因素

圖 6-6 示柴油機排氣 NOX之關聯因素。因素 A-D 為柴油機之機能因素。減
低 NOX 有效措施為因素 B 之燃料噴射時期之遲緩（Fuel Injection Timing 
Retard）。又引擎排氣 NOX之季節性變動依據因素 E 之室溫及相對濕度求出之空
氣中水分量而定。進氣溫度上昇及壓縮溫度上昇，即燃燒火炎溫度亦上昇，隨之
NOX排出量增加。

6.4.1.2 柴油機排出 NOX之一般特性

一般柴油機之缸徑愈大、轉數愈低、馬力愈大，NOX 排出愈多（圖 6-7）。
船用主柴油機於螺槳定律（Propeller Law）下，負荷率愈低，NOX排出愈多（圖
6-8）。如發電柴油機固定轉數特性時，隨負荷減少，一旦 NOX 排出增加，負荷
再減，NOX反而減低。但其燃料噴射時遲緩，在全負荷範圍內持平而隨負荷減少
NOX 排出傾向減低（圖 6-9）。柴油機降低燃燒溫度其熱效率降下，單位功率之
CO2發生量增加。因此，NOX與耗油率（熱效率之倒數）、或 NOX與 CO2成為消
長關係（Trade off）（圖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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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e Fuel Cam Compression
 Plunger Dia.  Ratio
  Inj. Pipe Dia.

   Stroke    Nozzle    Injection
   Hole Dia.     Type
    Hole Number

       Cylinder      Spray Direction        Chamber
        Number       Opening Press.        Shape

    Injection Timing

        Valve Timing     Engine Speed        Additive
    Engine Power

      Overlap Period    Boost Pressure       Nitrogen
  Cylinder Inlet

    Turbo-charging    Air Temperature     Cetane Valve
     Type  Relative Humidity

Room temperature    Specific Cravity

圖 6-6 柴油機排氣 NOX之關聯因素

A. Engine
   Dimension

B. Fuel
   Injection

C. Combustion

NOX

Emission

D. Suction &
   Exhaust

E. Operating
   Condition

F. 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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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機器轉數與 O213%NOX 之關係

圖 6-8 負荷率與 NOX 之關係（螺槳定律）

  圖 6-9  負荷率與NOX關係（固定轉數特性）

  圖 6-10  NOX 與耗油率之關係
第二章、 減低柴油機 NOX排出之措施

柴油機減低 NOX排出量之具體方法可分類如下：

(a) 燃燒室（Combustion Chamber）內 NOX生成量之減低。

(1) 燃料噴射時期之遲緩（EITR，Fuel Injection Timing Retard）。

(2) 進氣之冷卻（Suction under Cooling）。

(3) 水噴射或乳化燃料（Emulsified Fuel）之使用。

(4) 排氣再循環（EGR，Exhaust Gas Recirculation）。

(5) 上列 NOX減低技術之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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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NOX排出後處理技術。

(c) 減低燃油含氮量。

上列（a）（1）FITR 為現時技術中可謂屬於有效之措施（圖 6-11）。

圖 6-12 示水噴射與 NO2 之關係。

EGR 法，10%左右之排氣再循環可帶給 NOX 減低 40%（圖 6-12），但提高
EGR 率，黑煙排出增多耗油率惡化，排氣中煤塵促進磨損及滑油劣化。因此船
用柴油機自其運轉負荷或運轉時間觀點，採用 EGR 法對於引擎之耐久性及可靠
性必預予以克服。

圖 6-11  FITR 與 NOX比

圖 6-13  EGR 與 NOX性能之關係

圖 6-12 水噴射與 NOX之關係

圖 6-14  NOX減低綜合措施之結果

圖 6-14 為 NOX減低綜合措施之結果。以上列 NOX減低措施，IMO 要求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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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目標諒可達成。又乳化燃料之使用，據報導英國 Hamworthy 公司與 Lloyds
共同研發之 SeaFax，達成 NOX減低 30%而水滴為 5λm 以下。使用乳化燃料可減
少煤塵減低排氣節熱器之污損。但有生成污泥之虞，須經淨油處理而提早燃燒。
(d)  排煙袪除氮化物技術可分為乾式法及濕式法，現實用者大多為乾式法，以

SCR 法（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選擇接觸還原法）為主流。表 6-6 為
各種排煙除硝技術及其研發現況。船用二衝程十字頭主機必須設於排氣增壓
器前，其尺寸約佔主機½ 左右。據報導利用新型觸煤之較低溫處理排煙裝置
已經為挪威籍船舶所採用收容於煙囪內部，現時達成減低 40~70%左右。低
溫作用之觸媒有 120OC 左右作用之 Shell Denox System，該系統非為現時多
為採用之蜂巢型結構（Honey Comb Structure）而為鋼絲網殼（Wire Mesh 
Housing）型。

表 6-6 各種排煙除硝技術
方法 方法名稱 原理說明 研發現況

接觸還原法
‧選擇接觸還原法 以 NH3為還原劑，於觸媒上選擇 NOX還

原除硝。
進入實用階段，SCR 法。

‧ 非選擇接觸還原法 以 H2、CO 為還原劑，於觸媒上非選擇
NOX還原除硝。

試台試驗階段停止研發。

無觸媒還原法 於高溫、無觸媒條件下，注入 NH3 還原
除去 NOX。

雖有實用例，但除硝效率
低。

複解分解法 於高溫條件下，以觸媒直接將 NOX 分解
為 N2、CO 除硝。

實驗室研究階段。

吸收法* 以氧化銅系固體吸收劑，NOX、SOX同時
吸收除去。

雖實施小規模試驗，但停
止研發。

活性碳吸著法* 以活性碳依注入 NH3，選擇 NOX還原，
同時吸著 SOX 除去。

小規模試驗研發中。

沸石吸著法 以沸石（Zeolite）系吸著劑，吸著 NOX

除硝。
實驗室階段。

乾

式

法

電子線照射法* 以電子線照射排煙，使 NOX、SOX 活性
化，與鹼反應以固體物質回收。

小規模試驗研發中。

鹼性吸收法* 以鹼性吸收液，吸收 NOX、SOX 除去。 吸收效率低，不適於大規
模裝置。

醋鹽吸收法* 以 EDTA／亞硫酸鈉吸收 SOX，同時還原
NOX 除去。

小規模試驗研發中。

氧化吸收法* 以添加氧化劑之鹼性吸收液，同時吸收
NOX、SOX。

以 O3／NH3 水吸收液法
小規模試驗研發中。

濕
式
法

氧化還原法* 以 NH3 水為吸收劑，依所吸收之 SOX還
原 NOX 除去。

（註）* 為同時除去 NOX、SOX 之方法。

所謂 SCR 法為柴油機所排出之 NOX，添加希釋之氨（NH3）還原劑，與袪
除氧化氮（脫硝）觸媒接觸，NOX與 NH3反應而成無害之氮（N2）及水蒸氣（H2O），
式（1）~（5）為以 NH3 還原劑之 SCR 法代表性反應式：

主反應
NO + NH3 + 1/4 O2 → N2 + 3/2 H2O (1)
NO + NO2 + 2NH3 → 2N2 + 3H2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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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反應
2SO + O2 → 2SO3 (3)
NH3 + SO3 + H3O → NH4 HSO4 (4)
2NH3 + SO3 + H2O → (NH4)2 SO4 (5)

上述之反應，主反應在溫度 200~400OC 間起反應，而副反應式（4）及（5）
在溫度 300OC 以下之低溫域發生。是以如排氣溫度太高在與 NOX反應之前氨即
被燃燒掉。相反地如排氣溫度低於 300OC，則主反應遲鈍，袪除 NOX之效果差。
SCR 用之觸媒為表面附著二氧化鈦（TiO2），活性成分為五氧化二釩（V2O5），
甚至一部分含三氧化鎢（WO3）或三氧化鉬（MoO3），以 TiO2 – V2O5系作為主
流。

上述袪除氧化氮裝置在陸上之裝置已相當多，效果亦相當良好。但如裝置於
船上則顯得設備過於龐大，初期投資大且日後維護費亦高，該等問題均有待克
服。而船上使用氨氣較危險，故考慮使用尿素水作為還原劑，尿素在高溫之下與
水之反應式為：

(NH2)2CO + H2O → 2NH3 + CO2 (6)

但用尿素水作還原劑可得前述相同袪氣 NOX之效果，袪除 NOX之情形如圖
6-15 所示：

觸媒：TiO2–V 系、SV：40000h-1

O2 濃度：10%  NH3／NO 莫耳比：1.3
圖 6-15 尿素水作還原劑之脫硝特性

圖 6-16 為船上以 SCR 處理 NOX之示意圖，而圖 6-17 為 SCR 反應器之詳細
構造圖。

6.4.2 氧化硫（SOX）減低對策

6.4.2.1  SOX減低之方法

船舶 SOX 減低之方法有低硫燃油之使用及排煙除硫裝置之裝設二種。船舶
排出之 SOX 減低實用上使用低硫燃油為宜。燃油之低硫化有下列五種方法可資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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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需控制 NOX 時，控制閥 關閉，而 、 開啟

圖 6-16 船上處置 NOX示意圖

圖 6-17 SCR 法反應器之構造（陸上之佈置）

(1) 提高輕質油混合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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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低硫原油製造低硫燃油。

(3) 利用低硫重油或混合其他基材成為低硫燃油。

(4) 以高硫原油經氫化除硫製造低硫燃油。

(5) 組合上列某種方法製造低硫燃油。

低硫燃油 20 年前已在陸上鍋爐使用。船舶使用低硫燃油有下列三種問題（1）
油價昇高，（2）港口新設低硫燃油供應站或現有之 MDF（Marine Diesel Fuel， A
重油）及 MFO（Marine Fuel Oil，C 重油）改為低硫 MDF 及 MFO，（3）多數國
家現無充分除硫設備供給低硫燃油，必須新建設備。船舶用低硫 MDF 及 MFO
製造法採用氫化除硫法之可能性較高。

6.4.2.2 燃油含硫量之規範

由於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之附錄 VI（防止船舶空氣污染）尚未生效，國
際上現時尚無規範管制燃油含硫量及低硫燃油適用範圍。適用範圍之管制可分為
灣內、領海（沿海）及公海區域。灣內因地形、氣象條件（如風向等）而受影響，
故隨灣之位置而異。領海（沿海）區域按照國際規範或特殊海域可能採用更嚴管
制。表 4-2 為各國燃油含硫量管制現況。IMO-MEPC 訂定國際統一之燃油含硫量
規格時，引起各國熱烈討論，甚有不贊成列入者，其理由為有些國家已達成可滿
足之 SO2排出量，SO2問題原則上屬於地域上問題，並非全球規模問題，因此各
國受船舶排 SO2之影響不同，國際一律統一規定似有疑問。但最後還是在妥協情
況訂出船用燃油含硫量以重量計不得高於 4.5%，而對 SOX排出需控制之特定海
域（如波羅的海）為 1.5%。ISO 亦同意將按 MEPC 所訂定者修正之。

表 6-7 各國燃油含硫量規定現況
國名 沿岸船 外航船 備註

未規定
瑞典－芬蘭間渡船
使用輕油

瑞典 S�0.6%
港內禁用 MFO 發
電，以岸電替代

挪威 S�1.0% 領海內 S�2.5%
英國 S�1~2%

洛杉磯 S�0.5%
將 來 擬 減 低 為
S�0.05%美國

其他地方未規定
澳洲 未規定
法國 S�2% 考慮經濟上問題主

張高於 IMO 值
特定海域 S�1.5%

IMO
公海 S�4.5% ISO 目前為 S�5.0%

6.4.2.3 燃油含硫量減低之影響

燃油含硫量減低之影響如下：

(1) 油價昇高。重油直接除硫設備建設成本甚高，其因為反應條件甚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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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高壓）之故。又維持費用亦不低，煉油成本增加，含硫量 1%時增
加成本約為 US$60／ton，2%時約為 US$30／ton，影響運費頗鉅。

(2) 船上 MDF 油櫃需要加大。

(3) MFO 含硫量減低為 2%以下，淨油性及儲存穩定性減低，MFO 不得混
合儲存。

(4) MDF�MFO 調換使用發生瀝青渣（Asphaltic Sludge），必須考慮適當措
施解決。

6.4.2.4 排煙除硫技術

表 6-8 示各種排煙除硫技術。除硫裝置分為濕式法及乾式法，現實用者大多
為濕式法。其中以石灰或消石灰黏合液（Slurry）等鹼性液為吸收劑回收石膏之
石膏回收法最為實用於大型設備，小容量排煙採用放流法成本較低。圖 6-18 示
石灰－石膏法，圖 6-19 示 Mg-MgSO4放流法。其各過程化學反應示於圖中。上
述排煙除硫裝置現利用於陸上發電鍋爐廠，若以此等裝置應用於船舶時，主機
20,000 ps 左右船舶採用 Mg 或 Na 放流法為宜。圖 6-20 示 10MW 柴油發電用
MgSO4 放流法之一例，其容積佔引擎空間之½ 以上，因此船用除硫裝置研發其小
型化乃為重要課題。又船上用吸收劑、吸著劑之價格及儲存處所及副生物之處理
亦須加考慮。目前 MARPOL 附錄 VI 對 SOX排出之管制原則上只在燃油含硫量
加以管制即可，在 SOX排出需控制之特定海域如使用含硫量 1.5%以上燃油，才
需裝設排煙除硫裝置，以使 SOX排出量以重量計少於 6.0 gSOX/kWh。

表 6-8 各種排煙除硫技術
方 法 吸收劑 鹼性原料 副產品 反應形態

石灰－石膏法 亞硫酸鈣 CaSO3

碳酸鈣 CaCO3

消石灰 Ca(OH)2

生石灰 CaO
石膏 CaSO4

黏合液吸收
(Slurry)

Mg－石膏法
亞硫酸鎂 MgSO3

亞硫酸鈣 CaSO3

碳酸鈣 CaCO3

消石灰 Ca(OH)2
石膏 CaSO4

黏合液吸收
(Slurry)

亞硫酸石膏法 亞硫酸鈉 Na2SO3

碳酸鈣 CaCO3

消石灰 Ca(OH)2

生石灰 CaO
石膏 CaSO4 溶液吸收

NH，亞硫酸法 亞硫酸氨
(NH4)2SO3

氨 NH4OH 硫酸氨
(NH4)2SO4

溶液吸收

濕
式
回
收
法

亞硫酸鈉回收法 亞硫酸鈉 苛性蘇打 NaOH 亞硫酸鈉
Na2SO3

溶液吸收

Mg 法 亞硫酸鎂 氫氧化鎂
Mg(OH)2

硫酸鎂(放流)
MgSO4

黏合液吸收
(Slurry)濕

式
沉

積
法

Na 法 亞硫酸鈉 苛性鈉 NaOH 芒硝（放流）
Na2SO4

溶液吸收

活性碳吸收法 活性碳 活性碳
硫黃、硫酸
S、H2SO4

固體吸收

電子線照射法 氨氣體
NH3

氨
NH3

硫酸氨
(NH4)2SO4

氣相氧化
乾
式
法

Spray Drier 法 氫氧化鈣 Ca(OH)2 消石灰 Ca(OH)2 石膏 CaSO4
黏合液吸收
(Sl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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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8  石灰－石膏法

圖 6-19  Mg-MgSO4 放流法

圖 6-20 柴油機發電廠之除硫設備例



88

6.4.3 減低 CO2 排出量之措施

地球溫暖化對策技術可分為 CO2排出抑制技術、CO2袪除技術及溫暖化適應
技術等三種。分別說明如次：

6.4.3.1  CO2 排出抑制技術

CO2 排出抑制技術計有：節省能源、替代能源及轉換燃料等三種。圖 6-21
為每人 GDP 與 CO2發生量之關係。此圖可看出美國能源消耗雖為日本之 2 倍，
但維持現有 GDP 尚得節省能源。陸上鍋爐、渦輪機高溫、高壓化、複合發電、
燃料電池等改善能源利用效率技術之研發以 2000 年達到實用為目標正在進展
中。船用柴油機耗油量已達 115~140g/ps· h，又輪機熱效率已達 55%以上，以節
省能源進一步減低 CO2 排出量實有困難。替代能源有太陽能、風力、地熱、核
能、氫能等。石油及煤炭轉換利用天然氣，因資源有限及開發中國家依賴煤炭等
能源，實際執行上困難重重。

圖 6-21 國內總生產 GDP 與 CO2放出量間之關係（1986 年、每人）
Smith I. M. : CO2 and Climatic Change, IEA Coal Reserch (1988)

Marland G. et al.: Estimates of CO2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Byurning and Cement Manufacturing Using 
the United Nations Energy Statics, CDIAC NUMERIC DATA COLLECTION (1988)

6.4.3.2  CO2 袪除技術

CO2袪除技術有分離工廠排氣回收 CO2投棄於海洋中之處理法，及利用光合
作用將大氣中 CO2為植物所吸收之處理法。圖 6-22 及 6-23 為 CO2回收投棄海洋
之示意圖。

圖 6-22 CO2 回收法（濕式吸收法）
M. Stelnberg & H. C.Cheng. bronkhaven. N. lab. Feb.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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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 CO2 海洋投棄處理法之示意圖
Steinberg M. et el.: Systems for the Removal: Recovery and Disposal of Carbon Dioxide 

from Fossil fuel Power Plants in the US. DOE/CH/00016-2(1984)

6.4.3.3 溫暖化適應技術

溫暖化適應技術包括因應海平面昇高海岸、整理河川、維繫水源等保護國土
問題及為適應溫暖化而研發耐候品質農產物等農業技術問題。

船上有關控制 CO2問題，在 1997 MARPOL 議定書並未予規範，目前尚無需
予以考慮。但該次外交會議另通過決議案八〝船上 CO2 之排出〞，將由 IMO 與
UNFCCC（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共同合作研究船上 CO2排出之問題，另 1998 年之京都議定書
亦論及地球溫暖化問題，連船舶排出 CO2均應予以控制已成共識。眾所皆知 CO2

之排出與 NOX排出是背道而馳，相信日後有關控制 CO2排出，將是 MEPC 在防
止空氣污染上討論研究之主題。

6.5 修訂防止大氣污染之相關法規

6.5.1 修訂船舶法

    由於我國對於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之附錄 I「防止船舶油污染」、附錄 II
「防止船舶有害液體物質污染」及附錄 IV「防止船舶廢物污染」之有關證書均
由交通部授權於中國驗船中心，在船舶檢驗合格後簽發或簽署證書。而該公約之
新附錄 VI「防止船舶大氣污染」部份有所謂引擎防止大氣污染國際證書（EIAPP 
Certificate）及防止大氣污染國際證書（IAPP Certificate）兩種，勢必亦將由中國
驗船中心處理。為對船舶簽發此兩種證書，我國「船舶法」宜予以增修訂，才有
法源得據以要求航行國際航線或國內航線之中華民國國籍船舶應依規定符合國
際公約之要求。有關「船舶法」應增修訂之部分條文說明如次：

1. 第一條中增列空氣污染之定義。

2. 第二十二條中第一款修正為「為增進航行安全及防止船舶污染」。

3. 第三十二條中第一款「適用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之船舶應依公約之規
定施行檢驗，並具備公約規定之證書」應修正為「適用國際公約之船舶
應依業已生效之國際公約及其附則或章程規定施行有關項目之初次檢
查、年度檢查、定期檢查、中期檢查、換證檢查或臨時檢查，並具備國
際公約所規定之有關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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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五十條中增列船舶污染設備。

5. 增列另一專章，規定防止船舶污染之設備，包括防止油污染、有害液體
物質污染、以包裝形式載運危險物品之污染、污水污染、垃圾廢物污染
等。

6. 第九章罰則中，增列船舶不一規定裝設防止大氣污染設備之罰則。

6.5.2  增訂「大氣污染管理規則」

「船舶法」僅對中華民國國籍船舶之設備加以規範，至於防止各國船舶在我
國海域航行或港口靠泊時造成大氣污染就應另外新訂法規。我國目前對於港內船
舶之排氣污染管理係以「商港法」第十八條第四款或「空氣污染防制法」為法源。
「商港法」規定國際商港的主管機關為交通部，交通部於各港設商港管理機關，
港內防制船舶排氣污染為各港務局環保所的重要工作之一。可是「空氣污染防制
法」規定交通工具空氣污染之主管機關為環保署、省（市）政府、縣（市）政府，
致使港務局在取締船舶排氣污染時，必須通知地方政府環保單位共同偵測、蒐證
後，再由地方政府環保單位予以處罰。由於船舶排氣污染之蒐證相當困難，此項
作業程序因連繫費時，對於船舶的排氣污染，時效上常無法配合，等發現再前往
取締時，已錯失時機。港務局環保所雖可依據「商港法」執行港內污染的取締工
作，但是該法對於船舶排氣污染之規定並不明確，目前各港口仍須依據「交通工
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做為船舶污染的認定標準。

我國於民國七十三年為配合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附錄 I 「防止船舶油污
染」之生效，依據「商港法」第五十條規定，訂定「海水污染管理規則」，涵蓋
該公約附錄 I 之重要規定，包括油污水排放標準、防止油污染證書檢查、違規罰
則等。因此，未來配合 MARPOL 73/78/97 的生效，我國依然可以修訂「商港法」，
使交通部得據以制訂「大氣污染管理規則」，其內容將包括破壞臭氧層物質、氮
氧化物、硫氧化物、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等的排放標準、防止大氣污染國際證書簽
發及檢查、違規罰則等與 MARPOL 73/78/97 有關之重要規定。港務局環保所才
能依法執行港口國管制，檢查各國國籍船舶的 IAPP 證書、偵測各項排氣污染及
違規處罰。

除修訂法規外，欲達到防止船舶排氣污染，還必須加強船舶排氣偵測人員之
訓練及增加偵測設備。目前我國對於船舶空氣污染之偵測項目，僅注意排氣的不
透光率，即偵測排氣中的粒狀污染物。但是 MARPOL 73/78/97 附錄 VI 所規定的
重點是防止大氣污染國際證書的簽發與檢查及管制破壞臭氧層物質、氮氧化物、
硫氧化物、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等的排放，這些工作必須依賴大批的專業人員。目
前各港務局環保所的稽查員人數已感不足，未來工作量大增，不但應補充人力，
且應持續加強內部人員的專業訓練，以因應船舶排氣檢查。

目前我國對於船舶排氣污染之偵測方式，係以目測方式偵測船舶排氣的不透
光率，至於排氣中氮氧化物、硫氧化物等化合物的含量卻不易由目測可得，必須
藉助於精密儀器。港口主管機關對船舶執行排氣污染違規處罰，必要時，偵測人
員必須上船採集主機排氣樣本，所分析的含量數值必須明確告知受罰船長。因
此，偵測設備的精確度將影響我國執行船舶排氣污染在國際間的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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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701

第七章、防制船舶排氣污染技術與策略研討會

主辦單位：環保署、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輪機工程系
協辦單位：台灣電力公司、中國驗船中心、船機學會、   

ＤＮＶ船級社、美商安格亞太公司、景漢公司、
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中華海運研究協會、聯
達行、裕民航運公司、中油公司基隆營業處

日期：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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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基隆長榮桂冠酒店

Chap702

防制船舶排氣污染技術與策略研討會暨輪機設備展

時間 三月二十四日(三)

０８：００－０８：３０ 報到

０８：３０－０９：００ 致歡迎詞

０９：００－０９：５０ 專題演講（一）
國際公約對船舶防止空氣污染之規定
（主講人：邱啟舜組長  中國驗船中心）

０９：５０－１０：１０ 茶敘休息

１０：１０－１１：００ 專題演講（二）
船舶空氣污染之因應措施
（主講人：劉吉雄協理  陽明海運公司）

１１：００－１１：５０ 專題演講（三）
柴油機廢氣排放量測程序
（主講人：馬豐源組長  中國驗船中心）

１１：５０－１３：００ 午餐休息

１３：００－１３：５０ 專題演講（四）
我國對於船舶排氣污染之偵測與檢查
（主講人：林彬副教授  海洋大學商船學系）

１３：５０－１４：１０ 茶敘休息

１４：１０－１５：００ 綜合討論

１５：００ 散會

主持人：林成原 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輪機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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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71

國際公約對船舶防止空氣污染之規定

前言
     

現行航行國際航線之國輪，依國際公約所應簽發之證書均由交通部委由中國驗船
中心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簽發，故對航行國際航線之船舶，有關ＥＩＡＰＰ及ＩＡ
ＰＰ證書之簽發，仍宜由中國驗船中心處理。至於航行國內航線船舶，由於主管
機關為航政主管機關，宜考慮由港務局主導，但由於船用柴油機之廠家大都在國
外製造測試，故ＥＩＡＰＰ證書之簽發，仍宜由中國驗船中心處理較為方便，至
於ＩＡＰＰ證書之簽發及嗣後年度檢驗、中間檢驗及換證檢驗等事項，對國內航
線船舶來說，依現行航政法規宜由港務局主導。對防止空氣污染檢查之作業流程
如步驟Ⅰ、Ⅱ及Ⅲ所繪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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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家／造船廠／船東／營運人

                         向中國驗船中心提出

              符合

                 

                  

     步驟 I － 在製造廠家之發證前認證流程圖（取得 EIAPP 證書）

每一引擎或
母引擎

廠家實施 NOX 計測

廠家採取

矯正措施中國驗船中心

文件確認       

NOX 限制

廠家所準備經認可之技術卷

中國驗船中心代表交通部簽發 EIAPP 證書

在 2.2.4 規定下
得繼續安裝

（在船上測試）

不符合

至步驟 II

申請

中國驗船中心派員至製造廠家檢查

豁免
規則 3 除外

規則 13 小於 130kW

引擎種類
族或群

（非母引擎）

可能之除外：僅適用於無法
在試驗台測試之引擎及引
擎備有後處理裝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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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驗船中心／  港務局確認

                           由造船廠／船東／營運人提出申請  

                                                        中國驗船中心／  港務局

步驟 II － 初次安裝在船上之檢查流程圖

取得中國驗船中心簽發之 EIAPP 證書

修正、改裝
查核技術卷

申請

廠家採取

矯正措施

船上配件／參數檢查 船上簡易 NOX 計測

簽發 IAPP 證書（國際航線船舶由中國驗船中心代表交通部簽發，國內航線船舶由船籍港港務局簽發）

確認

船上 NOX 計測

廠家採取

矯正措施

NOX 限制

依據規則 5 無需

簽發 IAPP 證書

廠家所準備之認可技術卷

中國驗船中心驗船師或港務局官員參加船上初次檢查

從步驟 I

實質上修正改裝無修正改裝

稍微修正改裝

屬引擎族者

規則 05
船舶總噸位
小於四百者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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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驗船中心／        港務局查核

                                 船東／營運人提出

                         

                                                          中國驗船中心／   港務局

步驟 III － 船上實施定期檢查流程圖

取得中國驗船中心 EIAPP 證書（試驗台）

修正改裝查核

申請
廠家採取

矯正措施

配件／參數檢查 簡易 NOX 計測

再簽發 IAPP 證書（國際航線船舶由中國驗船中心代表交通部簽發，國內航線船舶由船籍港港務局簽發）

確認

廠家採取

矯正措施

NOX 限制

依據規則 5 無需

簽發 IAPP 證書

實施船上定期檢查

實質上修正改裝無修正改裝

屬引擎族者

規則 05
船舶總噸位
小於四百者

NOX 監測

船上 NOX 計測

取得中國驗船中心／港務局 IAPP 證書（船上）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稍微修正改裝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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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71A

國際公約對船舶防止空氣污染之規定

主講人:邱啟舜組長  中國驗船中心
一．前言

     
有關空氣污染，因近來石化燃料之大量消耗、化學物質之排棄、森林及耕地

之減少等使地球環境負荷甚大，終於超出地球本身之自淨能力及回復能力，而導
致臭氧層之空洞（Depletion of the Ozone Layer）、地球溫暖化（Green House Effect）、
酸雨（Acid Rain）等全球性之環境問題。

空氣污染可依規模之大小分為全球性、區域性及局部性。使臭氧層空洞之氯
氟烴與海龍，以及 N2O、CO2等導致溫室效應氣體（Green House Effect Gas）屬全
球性現象。夏季都市及郊外所發生之光學煙霧（Photo-chemical Smog）為 NOX（NO、
NO2）及 SO2之化學反應生成物，屬局部性現象。此等氣體化學變化而發生之酸
雨將逾越各國國境而擴散成為區域性現象。成為局部性環境問題之污染物質，其
化學反應性頗強。反之，化學反應性愈弱物質滯留空中愈長，擴散而分布極廣。
表 1 表示各種污染物質及有關氣體在空氣中滯留時間及影響之程度。

表 1 污染物質及有關氣體在空氣中滯留時間及影響之規模

污染規模 污染物質及關聯氣體 空氣中滯留時間

NOX（氧化氮） 數日

SO2（亞硫酸） 數日局部性

NH3（氨） 數日

煙霧質（Aerosol）
區域性

酸雨（Acid rain）
數星期

CH3-S-CH3 (Dimethyle-sulfide) 0.75 日

COS (Carbonyl-sulfide) 2 年

CH4 (Methane) 7-8 年

CCL3F (Flon-11) 80 年

CCL2F2 (Flon-12) 150 年

CO2（二氧化碳） 120 年

全球性

N2O（亞氧化氮） 150 年

往昔對於船舶影響全球環境問題，除在港內或沿海區域外，大都視為遠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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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生活圈外之問題，未曾積極顧及，但目前認為船舶對地球之負荷亦不可忽視，
與其他業界相同應採行動解決之道。於是乎國際海事組織之環境保護委員會於
1997 年訂定了防止船舶污染公約附錄 VI 之有關防止空氣污染之規定。

二．防止船舶污染大氣之新附錄
     

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新附錄 VI，共有十九條規則，各規則之標題如次：

規則一 適用範圍（Application）

規則二 定義（Definitions）

規則三 一般適用除外（General Exceptions）

規則四 同等物（Equivalents）

規則五 檢驗及檢查（Surveys and Inspections）

規則六 國際防止大氣污染證書之簽發（ Issue of International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Certificate）

規則七 另一締約國政府簽發之證書（Issue of a Certificate by Another 
Government）

規則八 證書格式（Form of Certificate）

規則九 證書有效期限（Duration and Validity of Certificate）

規則十 操作要求之港口國管制（Port State Control on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規則十一 違反之偵測及施行（Detection of Violations and Enforcement）

規則十二 破壞臭氧層物質（Ozone Depleting Substances）

規則十三 氧化氮（Nitrogen Oxides，NOX）

規則十四 氧化硫（Sulphur Oxides，SOX）

規則十五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規則十六 船上焚化（Shipboard Incineration）

規則十七 收受設備（Reception Facilities）

規則十八 燃油品質（Fuel Oil Quality）

規則十九 工作平台及鑽探井之要求（Requirements for Platforms and 
Drilling Rigs）

該新附錄除特殊規定外，適用於所有船舶；而一般適用除外，係指為確保船
舶安全及救助人員所為之排放，及船舶或其設備損傷之排放（要求最少量）兩種
情況。有關防止大氣污染係針對破壞臭氧層物質、氧化氮、氧化硫、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船上焚化及燃油品質等予以規範，今分別略述其規定。

三．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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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燃油中含硫量之上限值以重量計不得超過 4.5%，特定海域（SOX Emission 
Control Areas）所使用之燃油含硫量以重量計規定在 1.5%以下或以特殊
裝置處理將排氣之 SOX含量降至 6.09 SOX/kW∃h，特定海域目前所規定者
指波羅的海。

6.3 燃油供應紀錄簿

適用規則五之船舶應備有燃油供應紀錄簿（Bunker Delivery Note），並依規定
記錄之，以管制燃油中之 SOX含量情況。

四．船上焚化
   

焚化爐安裝至公元 2000 年 1 月 1 日以後建造船舶者應符合國際海事組織所
制定之準則（MEPC76(40)決議案，該決議案係從 MEPC59(33)予以小幅修正者），
但下列四種物質不得在船上焚化。

l 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附錄 I 貨油殘留物，附錄 II 有害液體物質殘
留物，附錄 III 危險品殘留物及其相關受污包裝物。

l 多氯聯笨（PCBs）。
l 受重金屬污染之垃圾。
l 含鹵素化合物之精煉石油產品。

五．破壞臭氧層物質
     

破壞臭氧層物質由於故意而排放，以及含有破壞臭氧之設備新裝至船上者應
予禁止，但 HCFC（R22，R123，R141 及 R1426）之設備至公元 2020 年 1 月 1 日
為止仍准新裝至船上。

六．氧化氮
     

6.4 規定值

從柴油機排出之廢氣中，其氧化氮（NO 及 NO2）之規定值如圖 1 所示：

D2/E2/E3 Cycle on Marine Diesel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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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定引擎轉數（rpm）
*測試循環依據 ISO 8178 第 4 篇

圖 1 船用柴油機最大允許 NOX排出值

6.5 適用對象

凡出力 130 kW以上之柴油機安裝於 2000 年 1 月 1 日以後建造船舶者或在該
日以後柴油機施行重大改裝者，均適用之，而重大改裝係指柴油機換新，NOX技
術章程（NOX Technical Code）所界定之潛在改裝，以及柴油機最大連續出力增加
10%以上者均謂之。

而下列情況則屬適用除外：

l 僅緊急使用之柴油機；
l 僅在本國管轄之水域航行船舶按本國之規定處理 NOX之船舶；
l 新附錄生效之前建造之船舶或施行主要改裝之船舶，不在他國管轄

水域航行之船舶，經主管機關豁免之柴油機；
以上之規定經整理如表 2

表 2 適用對象明細
僅在本國管轄水域航行

柴油機出力 無特定水域
不航行至

他國管轄水域 無國內法規 有國內法規

超過 130 kW 適用規定值2000 年至
生效日 130 kW 以下 未規定

主管機關
得豁免適用

主管機關
得豁免適用

超過 130 kW 適用規定值 適用規定值 適用規定值
生效日以後

130 kW 以下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適用國內法規
規定值

七．NOX章程
     

NOX章程（Technical Code on Control of Emission of Nitrogen Oxides from Marine 
Diesel）為實施 NOX管制上，規定了必要之檢查及試驗方法，成為 NOX管制之一
部分，凡使用從原油煉取之燃油之柴油機計算其排放 NOX均適用之。

6.6 引擎之認可、檢查

按 IMO 之規定，柴油機之排氣規定，不僅要求在工場內之出貨前初期狀況，
連運轉中之安裝在船上柴油機亦能符合要求。為確認符合要求，如表 3 施行各種
型式之檢查，另外對 NOX排出之檢查與確認方法列如表 4。

1. 技術卷（Technical File）

安裝在船上之船用柴油機應備有技術卷（Technical File），該技術卷由廠家
制訂，並經主管機關認可，該引擎在使用期間，該卷應經常備於船上，記載之事
項如下述：

l 影響 NOX排出之有關配件、設定及運轉值（特定容許範圍等）；
l 上述各項目之容許調整範圍以及構成配件之替代品特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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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檢查方法之概要
檢 查 內 容 適用之試驗方法 特別事項

一般 試驗台上測試
認可檢查

（引擎單件檢查） 引擎族（Engine Family）
及引擎群（Engine Group）

試驗台上測試
僅具代表性之引擎施
行測試，發給所有引擎
證書

接受過認可檢查或持有 EIAPP
證書（引擎未修正者或未安裝
NOX減低裝置者）

參數查核法
簡易計測法
直接計測法

未經過認可檢查 船上計測 不能適用引擎族認證

接受認可檢查後，安裝 NOX減
低裝置時

NOX直接計測法
簡易計測
適當之參數
監視裝置

首次檢查
（船舶檢查）

施行實質改裝時，
應施行與首次檢查

同等之檢查

接受認可檢查後，予以調整、
修正後

NOX直接計測法
簡易計測

小調整、無修正時

參數查核法
簡易計測法
直接計測法
監視裝置

中間檢查
、定期檢查

大調整、修正時
NOX直接計測法
簡易計測

表 4 NOX排放試驗方法
試驗方法之種類 內 容 特 徵 注意事項

試驗台上測試

引擎之出力、回轉數設定在所定
之測試模式試驗之，使用規定之
燃油，測試時之大氣條件為規定
之範圍。
以指定之數據解析及加權計
算，求得 NOX 排出量（每小時
每馬力多少克為單位）。

對應規定值之定
義，能正確求出
NOX 之排出。不能
在船上實施。

參數查核

接受認可檢查引擎或前次檢查
之後，預期有影響之項目予以更
換配件及調整時所適用之方法。
確認技術卷（Technical File）引
擎紀錄簿之記載內容與引擎原
來所記錄者是否一致。

為在船上推斷 NOX

排出情況之方法。
檢查以相當簡便即
可完成，但必須具
備完整之書類及紀
錄簿。

超過所規定之範圍
予以改裝或另加裝
NOX 減低裝置以達
規定值時，不適用
此種方法。

簡易計測法

與在試驗台相同，以符合規定之
燃油，一定測試週期使引擎運
轉，測定其排放氣體，求得 NOX

排出量（每小時每馬力多少克為
單位）。
斟酌船上實施條件，測試用之燃
料及計測容許誤差等得緩和之。

為在船上推斷 NOX

排出情況之方法，
無法使用參數查核
得適用本法。

計測誤差比試驗台
之測試大，認可檢
查或 EIAPP 未備有
者，其在船上之首
次檢查，以此為
之。

船上直接計測法 試驗台上之測試移至船上實施。
亦適用於認可檢查
（但不可適用於引
擎族）。

實施之詳細情形在
NOX章程中，並未詳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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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族）。 述。

監測系統
航行中 NOX 排出予以記錄，檢
查時判定該紀錄。

其詳細預定在今後 IMO 所制訂之準則中
說明

l 包含引擎額定出力／回轉速度之有關引擎性能之紀錄；
l 船上驗證檢查時所使用之驗證 NOX排出符合規定值之「船上 NOX驗

證程序」之系統；
l NOX試驗報告副本；
l 適用引擎族或引擎群概念時，其適用有關之指定事項及限制事項；
l 為了確保引擎在使用中繼續符合 NOX規定值，更換配件之明確規格；
l 如適用時，EIAPP 證書。

發證前之認證及 EIAPP 之認證

從引擎排出之 NOX以單台方式檢查如符合規定值時，則簽發引擎國際防止大
氣污染證書（Engine International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Certificate，簡稱 EIAPP 證
書），EIAPP 證書係按發證前檢查簽發，亦有以單台引擎針對 NOX排出之檢查證
書，只有該證書並不能發生效力，最後必須針對船舶簽發國際防止船舶空氣污染
證書（IAPP 證書）始有效力。

有關發證前之認證，具相同排出特性之多數引擎，得僅以一台作為代表（母
引擎），將其測試結果作為參據，據以簽發 EIAPP 證書，以便檢查簡化。引擎廠
家針對其生產引擎組具有相同以 NOX排出特性者，得使用表 5 之「引擎族」或「引
擎群」之觀念。

表 5 族群之觀念
引擎族 同種類之引擎以一台作代表（母引擎）測試，認定其測試結果，安裝於船上後引

擎無需再行調整，且為大量生產者。
引擎群 同種類之引擎以一台作代表（母引擎）測試，認定其測試結果，安裝於船上後需

施行若干調整，該調整對 NOX排出有影響，事前需提出申請並得到認可。
個別引擎 每一引擎接受檢查

有關發證前認證，選擇引擎族或引擎群時，該等所涵蓋之所有引擎符合 NOX

規定值應向主管機關提出保證，在試驗台從引擎族或引擎群所選定之引擎作測試
時，主管機關應確定是否相稱。

利用在試驗台之測試實施發證前認證窒礙難行時，引擎廠家、船舶所有人或
造船廠應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在船上測試。此時在船上之測試條件應與在試驗台
所規定者完全相同，但此種作法如表 3-6 所示不適用於引擎族中所代表之引擎。

6.7 連續生產引擎之認證

特別是同型引擎量產時，避免所有引擎均須測試。在特定條件下，對連續生
產引擎得引入引擎族及引擎群之觀念。

引擎族適用於連續製造生產之引擎。屬於引擎族之引擎，在設計上，其排出
廢氣之特性類似，以製造出之原樣安裝於船上使用，安裝至船上後，對 NOX排出
有影響之調整或變動不予施行。

而引擎群適用於使用在類似用途之引擎，製造後安裝於船上時，必須做些微
之調整及修正。引擎群群之製造規模較引擎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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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廠家則自行裁量，申請引擎族認證或引擎群認證。一般選擇之標準，按
引擎出場後安裝至船上需做何種程度之變更及修正而定。

2. 引擎族

引擎族在該族中選一母引擎（Parent Engine），供試驗台測試，母引擎之測試
結果作為該族 NOX排出量，因此母引擎係從該族中選擇 NOX排出最多者為原則。
譬如，選擇每次噴油量最多者。主管機關針對此種選擇給與認可後，從母引擎之
測試得代表該族全體引擎。

給與認可時，主管機關對連續製造生產之引擎族，應採取適當之製品規定。

構成引擎族之各引擎，其燃燒室形狀、過壓給氣方式、燃油噴射泵之型式或
燃油噴嘴之型式等，必須是同一性質者。

3. 引擎群

引擎群本來適用於船用推進主機，通常配合船舶航行條件作適當之調整修
正，以不超過 NOX規定值範圍內予以調整修正。為了一台引擎群之範圍及認證，
其代表引擎之選定須經主管機關之同意及認可。

構成引擎群之各引擎中，其過壓、給氣規格、給氣冷卻系統之規格、燃燒室、
燃油噴射系統之特徵等應都是一樣者。在引擎群中，對燃油噴射定時，給氣增壓
機、燃油泵或燃油噴油嘴之規格等在特定範圍內准予調整修正。但該範圍，引擎
排氣應符合 NOX之規定值，引擎認證時須經主管機關之認可。

有關引擎群之母引擎選擇，得使用與引擎族相同方法，但由於生產量少，無
法採行適當選擇時，亦得以初訂單引擎代表引擎群予以測試。

引擎群給予最初認可前，主管機關對引擎群之連續製造，針對製品符合規定
之適切性及適合性所採取之對策應予以確認。

6.8 在試驗台上之測試方法

為了認證有關正確測定測試數據及為了從引擎排出 NOX判定之方法，均有賴
於在試驗台之測試。該試驗方法包含下列所示之要求：

4. 實施測試之條件

為使測試順利遂行，規定了溫度、壓力及濕度之大氣條件，必須在規定條件
下測試，其測試結果方始有效。

測試所使用之燃油為主管機關同意之燃油或使用 ISO-8217-1996 DM 級之燃
油，而非使用實際航行時所使用之燃油。而測試時冷卻空氣亦影響 NOX之排出，
故其冷卻海水溫度訂在 25OC。

測試模式及排出值之計算

所有個別引擎或引擎族／引擎群之母引擎，應選擇下列其中之一測試循環施
行之，亦即 ISO-8178 之標準。

1. 船用主機及發電機用之固定轉數引擎，使用表 6所示之E2型測試循環。

2. 可變螺距車葉裝置之引擎，使用表 6 所示之 E2 型測試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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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定轉數主機（含柴油發電機及可變螺距車葉裝置所使用之測試循環）
轉速 100% 100% 100% 100%
出力 100% 75% 50% 25%E2 型測試循環

加權係數 0.2 0.5 0.15 0.15

3. 依車葉理論運轉之主機及輔機，使用表 7 所示之 E3 型測試循環。

表 7 依車葉理論運轉之主機及輔機所使用之測試循環
轉速 100% 91% 80% 63%
出力 100% 75% 50% 25%E3 型測試循環

加權係數 0.2 0.5 0.15 0.15

4. 固定轉數輔機，使用表 8 所示之 D2 型測試循環。

表 8 固定轉數輔機所使用之測試循環
轉速 100% 100% 100% 100% 100%
出力 100% 75% 50% 25% 10%D2 型測試循環

加權係數 0.05 0.25 0.3 0.3 0.1

5. 非上述之速度及出力皆變化輔機，使用表 9 之 C1 型測試循環。

表 9 定轉數主機（含柴油發電機及可變螺距車葉裝置所使用之測試循環）
轉速 額定轉速 中間轉速 惰速
轉矩 100% 75% 50% 10% 100% 75% 50% 0%C1 型測試循環

加權係數 0.15 0.15 0.15 0.1 0.1 0.1 0.1 0.15

上述四種測試循環表另圖示如下圖 2：

圖 2 測試循環及加權係數

NOX 排出量經指定計算及修正後，在測試模式各點之測試結果按規定加權
之，即以下式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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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算中，出力為使用未對大氣條件予以修正之制動出力。另外試驗報告之
格式並未有制式者，NOX章程中所規定之項目均應予以記載。

廢氣流量之測定

廢氣流量之測定有二種選擇，按引擎大小及其持有設備適當選擇之。其中一
種為以流量計計測，另一種係利用碳平衡法，碳平衡法係利用分析量測空氣與燃
油之組成，再利用國際規格算出排氣流量。數據解析時，所使用燃油之組成，其
值為確保精確度，應利用霧化測試，將燃油組成予以分析。

量測儀器之精確度及其校正

所使用量測儀器及其校正間隔均予以規定。所應注意者為應遵守 NOX章程之
指定精確度及其校正間隔，精確度之檢查應符合國內或國際規格，且為了具有追
溯性，校正結果應留有紀錄。

6.9 參數查核

5. 檢查概要

此種方法適用於曾在試驗台上以單台引擎方式取得發證前認證（EIAPP 證
書）之引擎，或初次船舶檢查為取得 IAPP 證書之引擎。另外，前次船舶檢查後，
指定之引擎配件或調整部分經過更換、修正、調整後所適用之檢查方法。

引擎廠家應針對影響排氣之因素，諸如構成配件、設定值及作動特性以及各
部分允許調整範圍、構成配件替代品之特定範圍等均應經主管機關之認可。引擎
在構造上凡影響 NOX排出者在設計上應慮及容易查核。

參數之查核之目的，在確認引擎是否按廠家說明書正確調整，是否與最初認
證情況相符。對未增設後處理裝置之引擎，NOX值未予以量測，在得知配件及調
整之狀況，亦可判定 NOX之排出是否符合規定值。

必備之文件

為了在船上實施檢查，並且為確認對 NOX排出所受之影響以及是否符合規定
值，有關應查核之引擎構成配件之規格、設定值及運轉值等特定必要事項應記載
於技術卷內，該技術卷由引擎廠家準備，在接受引擎認證檢查時，應提出經主管
機關認可，並置於船上成為船上必備文件，加以妥善保管。

技術卷中在 EIAPP 認證時或 IAPP 認證時，舉凡指定配件、調整可能之處以
及有關 NOX排出之因素等資料均應包括在內。

適用參數查核之裝設在船上引擎，在船上驗證之程序（On-board NOX

Verification Procedure）應備有下列文件：

l 引擎配件、設定值變更之參數紀錄簿
l 有關引擎指定配件或設定之影響參數一覽表
l 引擎配件變更時，有關配件變更之技術文件

影響參數之項，大致如下所述之項目：

∑
∑

×
×

=
各模式之加權係數）（各模式之出力
各模式之加權係數）（各模式之排出量

）排出（
(kW)

(g/h)
g/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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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燃油噴射時期
l 燃油噴嘴
l 燃油噴油泵
l 燃油凸輪
l 燃油噴射壓力
l 燃燒室
l 壓縮比
l 給氣增壓機（型式及廠家）
l 進排出閥之定時
l 水噴射（對 NOX發生影響之圖）
l 乳化燃油（對 NOX發生影響之圖）
l 排氣循環（對 NOX發生影響之圖）
l 利用選擇觸媒反應之 NOX處理

6.10 簡易計測法

簡易計測法為僅適用於船上之確認試驗、定期檢查及中間檢查，考慮在船上
測試之實用性所施行之方法，與試驗台上相異處如次：

量測引擎出力及轉矩，但轉矩之量測有困難時，按廠家之建議為之，或採用
主管機關所認可之其他方法為之。燃油流量計測有困難時，利用發證前認證時之
燃油消耗量，量測結果予以推算亦可。此時，應慮及燃油熱值之差異。

測試之燃油原則上與在試驗台上相同均使用 ISO 之 DM 級船用燃油，亦可使
用 ISO 之 RM 級，此時應慮及燃油中氮之成份及著火性對 NOX排出之影響。

測試循環所規定之循環予以測試，窒礙難行時，得接近規定施行之。如與規
定相異時，應按主機廠家所建議者或主管機關所認可者施行之。

測定值之容許誤差，考慮船上之條件得准許 10%之誤差。另外如使用 ISO 之
RM 級燃油，亦准許有 10%之誤差。但兩者合併在一起時，誤差值不得超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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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檢查流程

有關NOX章程第2章所規定之船用柴油機檢查及發證準則詳圖3至5流程圖。

圖 3，步驟 I － 在製造廠家之發證前認證流程圖

每一引擎或
母引擎

NOX 量測

矯正措施文件確認

NOX 限制

認可之技術卷

EIAPP 證書簽發

在 2.2.4 規定下
得繼續安裝

（在船上測試）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至步驟 II

申請

在製造廠家檢查

豁免
規則 3 除外

規則 13 小於 130kW

引擎種類
族或群

（非母引擎）

可能之除外：僅適用於無法
在試驗台測試之引擎及引
擎備有後處理裝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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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步驟 II － 船上之初次檢查流程圖

EIAPP 證書

修正、改裝
查核技術卷

申請

矯正措施

配件／參數檢查 簡易 NOX 計測

簽發 IAPP 證書

確認

完成 NOX 計測

矯正措施

NOX 限制

依據規則 5 無需

簽發 IAPP 證書

認可之技術卷

船上初次檢查

從步驟 I

實質上修正改裝無修正改裝

稍微修正改裝

屬引擎族者

規則 05
船舶總噸位
小於四百者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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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步驟 III － 船上定期檢查流程圖

預先檢查／EIAPP 證書（試驗台）

修正改裝查核

申請

矯正措施

配件／參數檢查 簡易 NOX 計測

再簽發 IAPP 證書

確認

矯正措施

NOX 限制

依據規則 5 無需

簽發 IAPP 證書

船上定期檢查

實質上修正改裝無修正改裝

屬引擎族者

規則 05
船舶總噸位
小於四百者

NOX 監測

完成 NOX 計測

最初檢查／EIAPP 證書（船上）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稍微修正改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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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檢查與證書
凡總噸位 400 以上船舶不論是國際航線或國內航線，或固定式鑽探設施及

平台，應施行首次檢查，並以不超過五年之間隔實施換證檢查，五年期間則施行
定期檢查及中間檢查，檢查完畢合格後在證書上簽證之。而首次檢查及換證檢查
合格後，所簽發給船上之證書謂之國際防止大氣污染證書（International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Certificate, IAPP）。

九．結論
有關船舶防止空氣污染之規定以議定書之方式列入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MARPOL 73/78）之附錄 VI，該公約生效之門檻訂得相當嚴，以目前情況觀不
可能在 2000 年 1 月 7 日前生效。但不論該議定書何時生效，對柴油機排放 NOX

及船上裝設焚化爐之規定，需追溯凡 2000 年 1 月 1 日以後建造之船舶，其所安
裝之柴油機（130 kW 以上）及焚化爐仍應符合公約之規定。是以明年建造之船
舶則應有準備以符該新規定，但對主機及柴油發電機來說如 NOX降低，勢必增加
燃油消耗率，影響營運成本，是以在議定書未生效前是否得先行將噴油角度等影
響 NOX 因子恢復節省燃油之情況，待議定書生效之日再行調整至 NOX 達合乎標
準之情況，是否可行，有賴與廠家及船級協會進一步商議。

Chap72

船舶對空氣污染的因應措施

主講人:劉吉雄協理  陽明海運公司

一、前言

20 世紀以來，由於世界性經濟的高度成長，工商業的發達及國際

貿易的激增，致使人類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日趨提昇。因此環保意識的抬

頭，環保問題廣泛的被重視，以及強烈蘊釀著反對污染的聲浪。海洋佔

地球面積的三分之二，人類除共用豐富的海洋資源外，更將海洋作為船

舶運輸的交通要道。由於海上運輸日趨興盛，其來自船舶之污染亦日趨

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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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為維護海洋清淨的生態環境，於 1954 年訂定「油污染防止

公約」，來規範源自船舶的油污染，其後隨著大環境的改變，由於船舶

污染情況多樣化及複雜化，遂於 1973 年訂定「船舶污染的防止公約」，

及其後追加的附錄等，規範船舶污染源的範圍包括污油、有毒散裝液

體、包裝之化學品、污水及垃圾等五類。隨著大氣中臭氧層遭受耗蝕，

及酸雨侵蝕大地之動植物等空氣問題的產生，於是先後訂定蒙特婁議定

書(Montreal protocol)來規範氟氯碳化物、海龍、四氯化碳、三氯乙烷、

溴化甲烷等之排放。於 1990 年 3 月國際海事組織(IMO)的海洋環境保護

委員會(MEPC)，在第 29 屆會議中開始討論源於船舶所造成的空氣污染

問題，迄至 1997 年 9 月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通過 MARPOL 73/78

之 1997 年議定書(簡稱 MARPOL 73/78/97)來規範船舶排氣污染之防止。

從此，船舶排氣污染的相關問題被廣泛的探討。

二、船舶排氣的污染源及其相關規定

在地球外約 25~30Km 的同溫層中，佈滿薄層的臭氧氣體(Ozone Gas)

俗稱臭氧層(Ozone Layer)，它負責過濾太陽輻射線中的紫外線，以使人

體不致遭受傷害。於 1985 年左右，按科學家的報告指出，臭氧層已遭

耗損，尤以北極和南極為甚。同時指出，臭氧層若遭耗損破壞，則將損

害人類的眼睛視網膜及免疫系統，且導致皮膚癌的發生，又地球上動植

物亦同樣遭到損害。因此，國際間對於導致臭氧層耗損的污染物提出管

制的規定。另國際海事組織(IMO)的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自 1990

年起開始討論源自船舶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問題，遂於 1997 年訂定議定

書(MARPOL 73/78/97)來規範船舶排氣污染之防止，茲將船舶排氣污染的

相關規定表列於後：

(一) 蒙特婁議定書管制時程。(表一)

管制物質 基準年 管制期 生產上限 消費上限

附件 A 第一類

CFC

1986

1989.7.1-1990.6.30

1990.7.1-1991.6.30

1991.7.1-1992.12.31

100%

100%

150%

100%

1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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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 1993.1.1-1993.12.31

1994.1.1-1994.12.31

1995.1.1-1995.12.31

1996.1.1 起

100%

25%

25%

0**

100%

25%

25%

0**

附件 A 第二類

海龍
1986

1992.1.1-1992.12.31

1993.1.1-1993.12.31

1994.1.1 起

100%

100%

0**

100%

100%

0**

附件 B 第一類

其他 CFC 1989

1993.1.1-1993.12.31

1994.1.1-1994.12.31

1995.1.1-1995.12.31

1996.1.1 起

80%

25%

15%

0**

80%

25%

15%

0**

附件 B 第二類

四氧化碳 1989

1995.1.1-1995.12.31

1996.1.1 起

15%

0**

15%

0**

附件 B 第三類

1,1,1-三氯乙烷 1989

1993.1.1-1993.12.31

1994.1.1-1994.12.31

1995.1.1-1995.12.31

1996.1.1 起

100%

50%

50%

0**

100%

50%

50%

0**

附件 E 第一類

溴化甲烷 1991

1995.1.1-1995.12.31 100%*** 100%***

資料來源：工研院化工所整理。

*   ：不含為滿足 Article 5 國家國內基本所需而生產的量。

**  ：必要用途所需的量除外。

*** ：不含檢疫及裝運前處理所需的量。

(二) MARPOL 73/78 之 1997 年議定書，對於防止船舶排氣污染規定之主要內

容。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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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IMO MEPC (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於 1997 年 9 月召開大會，討論

通過MARPOL73/78之 1997年議定書(簡稱MARPOL 73/78/97)對於防

止船舶排氣污染規定之主要內容：

1.消耗臭氧層物質-氫化氯氟烴(HCFCS)

2.氮氧化物(NOX)

3.硫氧化物(SOX)

4.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

5.焚化爐-禁止焚燒物質

(1)有關被污染的包裝材料

(2)多氯聯苯(PCBS)

(3)含有過微量重金屬的垃圾

(4)含有鹵素化合物的精煉石油產品

(三) IMO MEPC 第 30 次會期，提案 14 所訂，源自船舶研究污染防制之目標。

       (表三)

防制對象 減量目標 預定期限

CFCS

以 1986 年為基準之 50%

以 1986 年為基準之 15%

全面停用

1995 年以前

1997 年以前

2000 年以前

Halons

以 1986 年為基準之 50%

全面停用

1995 年以前

2000 年以前

SOX 參考值(待決定)之 50% 2000 年以前

NOX 參考值的 70%

依所採行之 2000 年以

前最佳可用技術，不會

增加其它方面的空氣

污染又不會額外增加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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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發性有機碳，VOC

垃圾及其他船上產生

廢棄物之焚化

參考值(待決定)的 70% 2000 年以前基於環境

之考量，所訂之標準在

1993 年補充完成

(四) 波羅的海及歐美訂定之區域性與國家船舶大氣排放物之相關規定。

        (在 1995 年完成) (表四)

區域 / 國家 SOX NOX

波羅的海 燃油硫含量上限

為 1.5%

挪威 以 1990 為基準 NOX減少 30%

瑞典

根據耗能及排氣

量給各船訂出環

境指標，根據此

指標向各船收費

美國加州 燃油硫含量上限

為 0.05%

新船：

主引擎-排氣 15%O2，130PPM，為上限

輔引擎-排氣 15%O2，600PPM，為上限

現行船：

主引擎-排氣 15%O2，600PPM 為上限

輔引擎-排氣 15%O2，750PPM 為上限

(五) 美國 EPA 方案。(表五)

EPA 曾提出的方案是對航行至洛杉磯及長堤港者，收取排放費用(US 

EPA，1989)

u 基本排放費：USD 10,000 / 噸之 NOX

u 計算

- 基準排放值：NOX(g / kwh) = 64.3 x rpm – 0.2

- 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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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 NOX排放大於 80%者，減免 90%

         減少 NOX排放 30 到 80%者，減免 50%

         減少 NOX排放小於 30%者，零減免

三、 船舶排氣控制的因應措施

按 MARPOL 73/78 之 1997 年議定書所規範船舶排氣污染物，分別為消

耗臭氧層物質(CFC 等)、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VOCS)、焚化爐燃燒排氣等。為使排氣污染物能有效的控制，凡我船舶操

作者，必須先行探討污染物產生的原因，針對產生的原因設法有效防止，始

能達到公約的要求，藉以避免船舶遭受取締、罰款甚或扣船之困擾。

(一) 消耗臭氧層物質(Ozone Depleting Substances)

按 1997 年議定書第 12 條 Ozone Depleting Substances 及第 17 條 Reception 

Facilities，規範著處理耗損臭氧層物質及使用之年限：

1.禁止故意排放耗損臭氧層物質。

2.在維修耗損臭氧層物質之系統時，若欲將耗損臭氧層物質排入大氣則

須經排氣清淨系統(Gas cleaning system)處理。

3.船舶靠泊港口碼頭維修耗損臭氧層物質相關系統時，該港口碼頭須備

有耗損臭氧層物質之收受設備。

4.當船上之耗損臭氧層物質，因維修而須駁至岸上收受設備時，船上須

備有切斷設備。

5.船舶現有使用耗損臭氧層之系統設備，如其耗損臭氧層物質為氟氯碳

化物(CFC)或海龍等，其使用年限至 2000 年以前。

6.使用氫氟碳化物(HCFCS)之系統設備，可允許使用至 2020 年 1 月止。

7.禁止新裝置使用耗損臭氧層物質的系統設備。

(二) 氮氫化物(Nitrogen Oxides (NOX))

1.內燃機在燃燒過程中，為使完全燃燒，需吸入大量空氣使空燃比(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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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一定的比例範圍。燃燒過程中，燃燒溫度昇高，空氣中之氧(O2)

大量燃燒耗盡，剩餘之氧(O2)遂與空氣中之氮(N2)反應形成氮氧化物

(NOX)，所形成之氮氧化物(NOX)視燃燒溫度與含氧量的情況，而形成一

氧化氮(NO)，二氧化氮(NO2)及一氧化二氮(N2O)等，即燃燒溫度越高，

則氮氧化物的形成總量越大。在柴油機而言，低速柴油機較高速柴油

機所形成之氮氧化物(NOX)量為大。氮氧化物(NOx )將促使大氣酸化，

形成優氧化及臭氧等，對人體造成危害。按 1997 年議定書第 13 條

-Nitrogen Oxides(NOX)之技術規範為：

(1)本條款適用於：

u 130kw 以上之柴油引擎裝置於 2000 年 1 月以後建造之船舶。

u 130kw 以上之柴油引擎於 2000 年 1 月以後從事重大改裝之船舶。

但不適用於救生艇引擎和緊急發電機引擎。

(2)本條款規範氮氧化物(NOX)排放總重量之限值為：

u 17.0 g / kwh        when n is less than 130 rpm

u 45.0 x n(-0.2) g / kwh  when n is 130 or more but less than 2000 rpm

u 9.8 g / kwh         when n is 2000 rpm or more

where n= rated engine speed (crankshaft revolutions per minute)

2. 柴油引擎排放氮氧化物(NOX)之控制措施

柴油引擎排放氮氧化物(NOX)之主要條件為燃油品質、燃燒溫度和空

氣量(含氧量)，其控制措施如下：

          (1).燃油品質之控制

燃油的品質，一般著重於十六烷值(Cetane Number)、粘度  

 (Viscosity)、閃點(Flash point)、流動點(Pour point)、含硫量(Sulphur 

 content)、灰分(Ash content)、含釩量(Vanadium content)、水分(water 

 content)、觸媒粉粒(catalytic fines)等。其中十六烷數為影響形成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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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NOX)排放主要要件，其乃用於表示燃油著火性能之高低，

十六烷數較高之燃油，其著火性能較優，在其噴入氣缸後便能立

即著火燃燒，【實際上，燃油著火之時間，總比噴射之始點會較為

延 遲 �著 火 的物理延遲 (氧化性和著火性)和化學延遲(氣缸溫度和

壓力)】。因此十六烷數是反映著火延遲時期的影響。

柴油機柴油引擎 十六烷數

低速柴油機柴油引擎 25~35

中速柴油機柴油引擎 35~45

高速柴油機柴油引擎 45~50

  柴油引擎排放氮氧化物(NOX)之多寡與燃燒溫度有關，藉著燃油摻

  水或直接噴水到燃燒過程中，使燃燒溫度降低，即可減少氮氧化物

  (NOX)之形成，其主要之作用為：

甲． 藉水降低燃燒中氧的部份壓力。

乙． 藉水蒸發所消耗的能量來降低熱負荷。

  因此，燃油摻水的方法有二種：

甲． 燃油摻水乳化。

乙． 直接噴水。

   (2).燃燒溫度之控制

   柴油引擎燃燒過程中排放之氮氧化物(NOX)係源自過給空氣中氮分

   子(N2)的氧化燃燒所致，及燃油中氮化合物的燃燒所致。而氮氧化

   合物(NOX)形成排放之多寡，與燃燒中氮的濃度，燃燒溫度及燃燒

   時期等有著密切的關係。是故欲降低氮氧化物(NOX)之形成排放

   量，則有下述之因應措施：

甲． 延遲噴油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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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燃燒過程中，若延遲噴油時期，則燃油滯留在氣缸內燃燒的

   時間縮短，燃燒溫度降低，於是氮氧化物(NOX)形成的排放量降

   低，藉以達到降低氮氧化物(NOX)燃燒的目的。然而，由於延遲

   噴油時期，致燃燒不完全，排氣溫度上昇，排煙濃度增加及熱

   效率下降，因此燃油消耗率增加。為此，須提高柴油引擎的壓

   縮比來調整其耗油率，壓縮比提高後，燃油噴油率及噴油系統

   等亦須同時修正。

乙． 燃油噴射正時

    船舶空氣污染物的排放管制，在世界各海域的要求相差甚大，

    若將燃油噴射正時，視需要可加以調整。如船舶航行在嚴格限

    制氮氧化物(NOX)的海域，將噴油延遲，以達到降低排放的目

    的。但船舶一駛出嚴格限制區域，則立即調回原來之燃油噴射

    正時，即調回到最佳耗油境界。

丙． 排氣再處理

       選擇性觸媒轉換器(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SCR)選擇性

      觸媒轉換器(SCR)是將氨(NH3)氣作為媒介，噴入排氣管中，與

      排氣中之氮氧化物(NOX)進行轉換反應，即可減少氮氧化物

      (NOX)的排放。其反應方程式為：

      4NO + 4NH3 + O2 → 4N2 + 6H2O

      6NO2 + 8NH3 → 7N2 + 12H2O

             利用選擇性觸媒轉換器(SCR)來降低氮氧化物(NOX)的排放將造

             成投資成本及安裝所佔空間的損失，系統中產生的氨鹽將不利

             金屬材料，另外系統中若同時存在亞硫酸基(SO3)和氨(NH3)，

             則可能形成硫酸氨或亞硫酸氨。同時，氨(NH3)的臭味亦是問



47

             題之一。

         丁.    廢棄再循環(Exhaust Gas Recirculation，EGR)

        燃油燃燒過程中，若將燃燒後排出之廢氣，使其再循環回到

        氣缸，再度與燃油混合燃燒，則因空氣中之含氧量減少，致

        抑制氮氧化物的產生量。但是，將使碳氫化物廢氣微粒和燃

        油耗油率皆增加。

3. 柴油引擎排放硫氧化物(SOX)之控制措施

    柴油引擎排放之硫氧化物(SOX)將污染大氣環境及沉積地表，造成生      

  態環境的破壞及危害人類的健康。硫氧化物(SOX)的產生，源自於燃

  油中含硫量(Sulphur content)。因此，柴油引擎排放廢氣中的硫氧化

  物 (SOX)量，將隨燃油中的含硫量而變化。排放硫氧化物(SOX)的控

  制措施，為降低燃油中含硫量、在排氣消除硫氧化物(SOX)，和使用

生化燃油添加劑。

(1).降低燃油中含硫量

按 1997 年議定書附錄 V1 第 14 條之規定：

甲． 為減少排放硫氧化物(SOX)，限制燃油含硫量不可超過 4.5%。

乙． 波羅的海海域為控制排放硫氧化物(SOX)的特別海域，其限制

        燃油中含硫量最高為 1.5%。

(2).排氣消除硫氧化物(SOX)

利用排氣清淨系統，以水洗滌廢氣，將廢氣中硫氧化物(SOX)形成硫酸

廢水，而使排氣中之硫氧化物(SOX)減低。但留下之硫酸廢水的處理，

卻是一大問題。

(3).使用生化燃油添加劑

國內某生化科技業者，於近期推出一項產品取名為 Bioexpress PW28，

此項產品含有高生化活性酵素群，能分解油料中之纖維碳素、石油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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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質、硫化合物、氮化物及其他雜質，可促進燃燒完全，降低排氣之

微粒含量、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之排放，使排氣符合環保之要求。

該項產品已在陸上燃油鍋爐使用，其使用後的效益分析或評估報告，

皆證實有減低排放污染物的效能。至於船舶的試用，目前正在進行中，

因此值得海運界的關注。

4.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

按 1997 年議定書第 15 條揮發性有機複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對液貨船(Tanker)在港口(Port)或裝卸場站(Ternimal)於作業

中產生之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之排放的控制。即依規定液貨船上

須具備氣體收集系統(Vapour Collection System)，在裝卸場站應設有氣

體排出控制系統(Vapour Emission Control System)。

5. 船舶焚化燃燒(Shipboard Incineration)

(1).船舶應設有船上專用的焚化爐。

(2).甲．在 2000 年 1 月以後設置在船上的焚化爐，需符合 1997 年議

定書附錄Ⅳ之要求，並經相關單位認證。

乙．在 1997 年議書尚未生效前，對於船舶設置焚化爐事，其認證

        單位可排除上款之規定，但在水域管轄國其國內法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3).船上焚化爐禁止焚燒的物質

甲． 此公約附錄Ⅰ、Ⅱ、Ⅲ所列之貨物殘留物和污染性的包裝物

乙． 多氯聯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

丙． 公約附錄 V 規範之垃圾-含多量重金屬物質及鹵素化合物的石

        油產品。

(4).船上之污水泥(sewage sludge)或油泥(oil sladse)可在主/副鍋爐焚燒，

  但在內港、港口或河口等是被禁止的。

(5).船上焚化爐禁止焚燒聚氯乙稀(PVCS)，除了船上焚化爐獲得 IMO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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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者外。

(6).船上焚化爐須備有廠商提供之操作手冊，此手冊的操作規範須符合

議定書附錄Ⅳ，而詳加說明之。

(7).負責操作焚化爐人員須經訓練及有能力依照廠商提供之操作手冊實

     施。

(8).燃燒偵測系統須隨時監測煙道排氣出口溫度，在排氣出口溫低於 850

     ℃時，不可繼續將垃圾送入焚化爐燃燒。分批燃燒的焚化爐，其燃

     燒室的溫度在 5 分鐘之內達到 600°C 後才能起動。

四、 結語

    世界性環保意識的抬頭，從海洋生態環境的保護，熱帶雨林的維持，陸

上生態環境的淨化，延伸至大氣臭氧層的維護，及空氣污染的防止等，在在

皆顯示國際社會，對於人類居住的地球及其周圍大氣層環境的保護，已盡最

大的努力去制訂相關規定，藉以防止污染的發生。源自船舶造成環境的污

染，應僅歸屬於海洋污染及空氣污染兩大類。究其污染源為船舶作業運轉(如

機器運轉、污油、污水、垃圾、有毒液體物質和載運之貨物/貨油等)，及人

類操作疏忽等所產生，其中以人為疏忽最為嚴重。於是國際海事組織(IMO)

為應國際社會的要求，遂相繼制定相關規定，積極地推出執行，以期防止污

染的措施達到最佳效果。

在空氣污染方面，源自陸上工業排放之污染，遠比船舶排放之污染為重，但

為何受到國際社會如此的關切，其原因為船舶的污染是移動性的。是故，若

不嚴格規範船舶排放的污染源，則其污染將擴散至世界各地，其影響層面是

全球性的。然而船舶若按國際海事組織(IMO)防止污染的相關規定來執行，

則將投入大量的財力和人力，其所費不貲。但是地球只有一個，若不立即採

取防止污染的措施，則人類似將無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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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73
柴油機廢氣排放量測程序

主講人:馬豐源組長  中國驗船中心

一、前言

柴油機以其良好的經濟性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應用，但從60年代以來，由於環

境污染日益嚴重，柴油機有害排放物對大氣造成的危害引起全世界高度重視。美

國從60年代初就開始制定汽車排放法規進行控制，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

區按照各自情況制定排放標準。隨著人類對生存環境和生活品質的要求不斷提

高，對柴油機排放的限制也越來越嚴格，不僅對碳氫化物( HC )、碳氧化物( CO )、

氮氧化物( NOx )及微粒排放( PM )限制，而且已開始對二氧化碳( CO2 )，也就是

耗油量有所要求。一般來說，氮氧化物降低時，往往使微粒排放增大，相互矛盾；

另外，使氮氧化物降低的措施，如噴油延遲等，也往往使耗油量增大，而使二氧

化碳增加，對大氣也有害，必須妥善處理這些矛盾。二氧化碳以往不視為污染源，

現在也被認為是一種污染，因為它會引起溫室效應，而影響全球的氣候，二氧化

碳將在未來也被視為污染源之一，而有所限制。

近來對排放的要求，不僅對車輛，同樣對船舶也有所要求，國際海事組織

( IMO )對於130kW以上的柴油機制定排放標準和法規，因為對柴油機來說，主要

是氮氧化物，因此，該法規也針對氮氧化物排放訂出標準。

二、船用柴油機氮氧化物排放標準檢驗與發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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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柴油機輸出功率超過130kW，除作為緊急發電機、安裝於救生艇或祇在

緊急情況下使用的任何設備或裝置上，以及祇航行於其船籍國主權或管轄的水域

之外者，均需對其氮氧化物排放量檢驗與發證，其檢驗可分為下列四種：

( 1 )前期發證檢驗( Pre-certification Survey )，此檢驗應保證柴油機的設計和裝

備使其符合MARPOL 73/78/97議定書附則VI第13條規定的氮氧化物排放量限制，

如經檢驗合格，主管機關簽發柴油機國際防止空氣污染( EIAPP )證書。

( 2 )初次發證檢驗( Initial Survey )，此檢驗應在柴油機安裝上船後，但尚未投

入使用之前進行。該檢驗應保證安裝到船上的柴油機包括前期發證後的任何改裝

和/或調整符合 MARPOL 73/78/97 議定書附則 VI 第13條規定的氮氧化物排放

量限制，該檢驗作為船上初次檢驗的一部份，可簽發船舶初次國際防止空氣污染

( IAPP )證書，也可當新柴油機的安裝而對船舶有效國際防止空氣污染( IAPP )證

書予以修正之驗證。

( 3 )定期和中間檢驗( Periodical and Intermediate Suvey )，此檢驗作為船上檢驗

的一部份，以確保柴油機繼續符合 MARPOL 73/78/97 議定書附則 VI 第13條規

定的氮氧化物排放量要求。

( 4 )柴油機初次發證檢驗( Initial Engine‘s Certification Survey )，此檢驗應在每

次柴油機進行實質性改裝時在船上進行，以確保經改裝後柴油機符合MARPOL 

73/78/97 議定書附則VI第13條規定的氮氧化物排放量要求。

三、船用柴油機氮氧化物排放標準之試驗

為符合上述檢驗與發證之要求，柴油機製造廠家、造船廠或船東可就下列五

種方式依據其適用狀況選擇測量、計算或試驗柴油機的氮氧化物排放：

( 1 )符合前期發證檢驗之測試臺試驗( Test Bed Testing )，原則上，在排放試驗

過程中，柴油機應以其用於船上相同的方式配備輔助設備，若柴油機和傳動裝置

構成一個單一整體單元，柴油機可以祇和其它被安裝輔助設備一起試驗。在此一

情況下，其附加損失應不超過最大觀察功率的5%，超過5%的損失應在試驗前經

有關主管機關批准。

( 2 )船上試驗( On-board Testing )是對未經前期發證，但符合測試臺要求的前

期發證檢驗和初次發證檢驗的柴油機，依據測試臺試驗的所有要求進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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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參數檢查法( Parameter Check Method )為於船上，對前期發證的柴油機或

自最近一次檢驗對指定的配件和可調整裝置進行過改裝或調整的柴油機，確認其

符合初次、定期和中間檢驗要求。

( 4 )簡易測量法( Simplified Measurement Method )為於船上，確認其符合定期和

中間檢驗要求或確認前期發證的柴油機符合初次發證檢驗要求。

( 5 )直接量測與監視( Direct Measurement and Monitioring )為於船上，僅作為確

認其符合定期和中間檢驗要求。

四、測試臺氮氧化物排放的量測程序

本量測程序適用於船用柴油機的每一初始認可，而不論其試驗地點。主要是

針對往復式內燃機在穩定狀態下的氣體排放量的量測和計算，而執行一系列複雜

的單獨量測，其目的不是為取得一個簡單的排放值，而是為確定其排放值，其所

獲得的結果，取決於測量的過程。

( 1 )試驗條件

試驗條件有如下之規定

1). 柴油機族( Engine Family )認可的試驗條件參數和試驗有效性

試驗條件參數( fa )是依據下式要求得之：

( a ) 自然進氣  ( Naturally aspirated )及機械增壓  ( Mechanically 

Supercharged )式柴油機：

f
P

T
a

S

a= ⋅( ) ( ) .99
298

0 7

( b ) 有或無空氣冷卻的渦輪增壓 ( Turbocharged )式柴油機：

f
P

T
a

S

a= ⋅( ) ( ). .99
298

0 7 15

若使試驗被承認為有效時，其試驗條件參數( fa )應為：

0 98 102. .≤ ≤fa

2). 具有增壓空氣冷卻的柴油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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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卻介質溫度和增壓空氣溫度應予記錄，冷卻系統應裝置在參考速

度和負載下運轉的柴油機上，增壓空氣溫度和冷卻器壓差應依據製造廠

家的規定分別設定在±4K和±2kPa之內。還有安裝於船舶上的柴油機應

在週圍海水溫度為25℃時，其廢氣之氮氧化物排放應符合允許值。

3). 功率

規定排放量量測基礎是為未修正的制動功率 ( Uncorrected Brake 

Power )，柴油機運轉不必要的及可安裝在柴油機上的輔機在試驗時可拆

除。若非基本輔機沒拆除，則在試驗轉速時，其所消耗之功率可依據計

算而不計入未修正的制動功率。

4). 進氣系統

試驗柴油機應配備空氣進氣系統，該系統需依照製造廠所規定當柴

油機運轉於條件下，其乾淨的空氣濾清器能產生如製造廠規定所需的空

氣流量；並且該系統應符合有關柴油機於運轉時所需的最大氣流。

5). 排氣系統

試驗柴油機應配備一個排氣系統，該系統提供製造廠規定的在柴油

機運轉條件下的反壓力，並導致產生有關柴油機應用的最大申報功率。

6). 冷卻系統

應使用具有足夠容量，以維持柴油機能在製造廠規定的正常溫度下

操作的柴油機冷卻系統。

7). 潤滑油

用於試驗的潤滑油規格應作記錄。

( 2 )試驗燃料

1). 燃料的性能可能影響柴油機的廢氣排放，因此，用於試驗的燃料性能

應予以確定並記錄，若採用參考燃料，則應提供該燃料的參照標準

或規格以及燃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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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驗燃料的選擇應依據試驗目的而定，除非主管機關另有同意且適合

的參考燃料得不到時，應使用 1996 年的 ISO 8217 中規定的具有適

合柴油機類型的 DM 級船用燃料。

3). 燃料的溫度應符合製造廠的建議。燃料溫度應在噴射泵進口處或依據

製造廠的要求處量測，並且溫度和測量點應予以記錄。

( 3 )廢（排）氣流量的測定

1). 直接測量方法

經由通過流量嘴或等效的量測系統直接測量廢氣流量，並且應符合

公認的國際標準。

註：直接氣體流量測量是一項困難工作，應採取預防措施以避免影

響排放值的量測錯誤。

2). 空氣與燃料測量方法

採用空氣與燃料測量方法確定廢氣排放流量的方法，應依據公認的

國際標準進行。

3). 廢氣排放流量應依如下作計算：

G G GEXHW AIRW FUEL= + （用於濕廢氣質量），或

V V F GEXHD AIRD FD FUEL= + ⋅ （用於乾廢氣容量），或

V V F GEXHW AIRW FW FUEL= + ⋅ （用於濕廢氣容量）

式中：

GEXHW 為廢氣質量流量（濕廢氣），單位為 kg/h；

GAIRW 為燃燒空氣質量流量（濕廢氣），單位為 kg/h；

GFUEL 為燃料質量流量，單位為 kg/h；

VEXHD 為乾廢氣容積流量，單位為 m3/h；

VAIRD為乾吸入空氣容積流量，單位為 m3/h；

FFD 為乾廢氣流量計算的燃料特定系數；

VEXHW 為濕廢氣容積流量，單位為 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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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IRW 為濕吸入空氣容積流量，單位為 m3/h；

FFW 為濕吸入空氣容積流量。

( 4 )運轉試驗

1). 需分析的主要廢氣成份

為測定原始廢氣的氣體排放中所含之 ( CO，CO2，HC，NOx，O2 ) 成

份，是須採用不同的分析儀，原則如下所述。

(a). 測量碳氫化物( HC )的 碳氫火燄離子化探測器(Hydrocarbon 

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簡稱HFID )分析儀；

(b). 測量碳化物 ( CO及CO2 )的非色散紅外線  ( Non-Dispersive 

InfraRed，簡稱NDIR )型分析儀；

(c). 測 量 氮 氧 化 物 的 加 熱 或 化 學 螢 光 探 測 器 ( Heated 

ChemiLuminescent Detector，簡稱 HCLD )型分析儀或相當分析儀；

(d). 測量氧的順磁性探測器( Para Magnetic Detector，簡稱 PMD )、二

氧化鋯型( ZiRconium DiOxide，簡稱 ZRDO )或電化傳感器( Electro 

Chemical Sensor，簡稱 ECS )型分析儀。

2). 對於原始廢氣所有的成份的試樣可以使用一只取樣管或二只極接近

不同成份分析儀並內部分開的取樣管採集。必須注意在分析系統的

任何部位不發生廢氣成份的凝結。

3). 氣體排放物的取樣管應盡可能安裝在廢氣系統出口的上部 0.5m 或

3倍於排氣管直徑（兩者取其大）處，但須充份靠近柴油機，以確保

取樣管的廢氣溫度至少為343K( 70℃ )。

4). 試驗循環是依據船用柴油機的用途而定，其詳細說明，請參閱拙撰「柴

油機廢氣排放管制與控制」乙文或其它相關論述。

( 5 )試驗報告

對用於前期發證試驗或未進行前期發證的船上初次發證試驗的每

一柴油機，柴油機製造廠應準備一份試驗報告，內容應至少包括如表一

所示的數據。試驗報告正本應由製造廠存檔保管，一份經驗證的真實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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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由主管機關存檔保存。試驗報告無論是正本或經驗證的真實副本，均

應視為柴油機技術案卷的永久部份。

五、船上氮氧化物排放的量測程序

獲得前期證書的柴油機在安裝到船上後，每台船用柴油機應進行確認檢驗，

以驗證該柴油機仍符合 MARPOL 73/78/97 議定書附則 VI 第13條規定的氮氧化

物排放量要求。其量測方式，可分為參數檢查法、簡易測量法及直接量測與監視，

其詳細說明分述如下：

( 1 )參數檢查法

1). 一般要求

(a). 對於業已有試驗臺前期發證（ EIAPP 証書）的柴油機和初次發

証檢驗後收到 IAPP 証書的柴油機，或自最近一次檢驗對指定的

配件和可調整裝置進行過改裝或調整的柴油機。

(b). 柴油機的構件改變會影響氮氧化物排放量要求時，應對柴油機實

施參數檢查法，以確認是否符合排放量要求。

(c). 柴油機為因應運轉所需而作調整時，應對柴油機實施參數檢查

法，以確認是否符合排放量要求。

(d). 對配備後處理裝置的柴油機，作為參數檢查的組成部份，有必要

檢查後處理裝置的運轉狀況。

2). 檢查程序

柴油機參數檢查應按下列二個程序來進行

(a). 除其它檢查外，還應對柴油機進行文件檢查，並包括柴油機參數

的記錄簿的檢查及驗證柴油機參數在柴油機技術案卷規定的許可

範圍內的檢查；及

(b). 若必要，除進行文件檢查外，還應對柴油機構件及可調性進行實

際檢查。參照文件檢查的結果，然後應驗證柴油機可調特性在柴

油機技術案卷所規定的許可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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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術文件

(a). 每部柴油機均應備有經主管機關批准的技術案卷，其中標識出能

影響廢氣排放的柴油機構件、調整或工作數值，它們必須經核查

以確保符合要求。

(b). 對配備要求進行參數檢查法檢查的柴油機的船東或負責人員，應

在船上保存下列有關船上氮氧化物審核程序的文件：

a). 記錄有關柴油機構件和調整的所有變化的柴油機參數記錄簿；

b). 柴油機製造廠提交並經主管機關認可的指定構件和調整的柴

油機參數清單及隨負荷而定的柴油機工作值的文件；及

c). 對任何柴油機指定構件進行改裝時，所須的改裝技術文件。

4). 參數記錄簿

對任何影響指定的柴油機參數的改變，包括調整、柴油機配件的

更換和改裝說明，均應在柴油機參數記錄簿上按時間順序予以記錄，

上述說明應輔以任何以評估柴油機氮氧化物排放量的其它有用數據。

5). 在船上修正對氮氧化物排放有影響的參數清單

依據特定的柴油機的特殊設計，進行各種對氮氧化物排放有影響

的修正和調整是可預見的。這些修正和調整包括如下的柴油機參數：

(a). 噴油定時；

(b). 噴油嘴；

(c). 噴由泵；

(d). 燃油凸輪；

(e). 通用導軌系統的噴油壓力；

(f). 燃燒室；

(g). 壓縮比；

(h). 渦輪增壓型式和構造；

(i). 空氣冷卻器、空氣加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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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閥定時；

(k). 氮氧化物抑制設備「水噴射」；

(l). 氮氧化物抑制設備「乳化的燃油」；

(m). 氮氧化物抑制設備「廢氣再循環( EGR )」；

(n). 氮氧化物抑制設備「選擇性催化還原( SCR )」；

(o). 主管機關規定的其它參數。

( 2 ) 簡易量測法

1). 一般要求

(a). 簡易試驗及量測法，僅適用於船上為確認其符合定期和中間檢驗

要求或確認前期發證的柴油機符合初次發證檢驗要求。當船舶於

冷 / 熱和乾 / 濕的天氣中航行且此種氣候會對氮氧化物排放造

成差異時，則須對環境空氣溫度和濕度進行修正。

(b). 為使船上試驗和船上定期和中間檢驗獲得有義意的結果，作為最

低要求，應依據適當的試驗循環對氮氧化物連同含氧量或一氧化

碳及二氧化碳的氣體排放濃度予以量測。

(c). 應量測柴油機轉數與扭矩，為簡化程序，以船上確認為目的，測

量柴油機有關參數的儀器的容許偏差不同於試驗臺試驗中所允許

的容許偏差。若直接量取扭矩有困難時，則可採用經柴油機製造

廠推薦並經主管機關認可的其他任何方法來估算制動功率。

(d). 在實際情況，柴油機一旦安裝於船上，若要確實量取燃油消耗率，

有其實際困難。為簡化其船上程序，柴油機的前期發證中試驗臺

試驗的燃油消耗率的量測結果是可以接受的。在此情況，特別有

關重燃油的運轉，應對相應的估算誤差進行估算。因為計算中所

用的燃油流量一定與試驗中抽取的燃油試樣所確定的燃油成份相

關，所以，應對試驗臺試驗的燃油流量，就其兩者之間因熱值差

異進行修正，由於上述原因，應對最終排放誤差加以計算，並報

告排放量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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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驗用燃油

(a). 試驗臺試驗作排放量測時，一般均採用 1996 年ISO 8217 DM 級

船用柴油作運轉測試。

(b). 為避免船東不必要的負擔，於確認試驗或重新檢驗測量時，可依

據經柴油機製造廠推薦並經主管機關認可，採用 1996 年 ISO 

8217 RM 級的重柴油運轉。於此情況，燃油結合氮和燃油的點火

性能可能會影響柴油機的對氮氧化物排放。

3). 氣體排放的取樣

氣體排放物的取樣管應盡可能安裝在廢氣系統出口的上部 0.5m 或 3 

倍於排氣管直徑（兩者取其大）處，但須充份靠近柴油機，以確保取樣管的廢氣

溫度至少為 343K( 70℃ )。

4). 容許偏差

(a). 於船上實施簡易量測時，可能出現偏差，僅對確認試驗、定期檢

驗和期間檢驗，可接受適用極限值10 %的容許偏差。

(b). 柴油機的氮氧化物排放可隨燃油點火性能和燃油結合氮而改變。

若沒有在燃燒過程中點火性能影響氮氧化物形成的充份資料及燃

油結合氮轉換率也取決柴油機的效率的話，以1996年ISO 8217 RM

級的重柴油進行的船上試驗運轉，可允許10 %的容許偏差，但於

船上實施前期發證試驗者除外。對於所使用的燃料應對其含碳、

氫、氮、硫的成分及在 1996 年ISO 8217 所規定必要的任何附加

成分進行分析。

(c). 對於量測的簡化及以 1996 年ISO 8217 規定的 RM 級重柴油的

使用，所造成總的容許偏差應不超過適用極限值的 15 %。

六、結語

各行各業正面對千禧年嚴峻的考驗，而船舶空氣防污也將是一大革命。針對

船用柴油機的廢氣排放的公害防止，無論柴油機製造廠家、造船廠、船東、驗船

協會及各個相關機構，無不努力地研究改進，以求其符合其相關標準，且付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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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對於上述的防止政策須配合，但亦須考量製造成本。因此，衍生出更多值得

研究的課題，並需逐一解決。

依據MARPOL所訂定的廢氣排放，是按排放總重量計算，而如於船上實際量

測，則是以PPM較易取得，而二者之間的換算，將易生紛擾，因前者必須精確測

定馬力和空氣消耗量，但其測定實在不易。若以船用柴油機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技

術規則(Technical Code on Control of Emission of Nitrogen Oxides from Marine Diesel 

Engines )來修正，亦是不容易執行，以日本海事協會( NK )研究所所採用的氮氧化

物量測機器系統圖為例，它所量取亦是為PPM，因此，目前有柴油機製造廠家建

議，除於測試臺試驗時採用g / kW.h外，平時測定時仍延用PPM，而以乾空氣含

氧13%來校正。

七、參考資料：

[1]、渦輪增壓柴油機性能研究 顧宏中  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最新輪機實務樓無畏編著 前程出版社

[3]、日本海事協會會誌 No. 241 1997 ( IV )

[4]、MARPOL 73/78 New Annex IV “ Regula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Air Pollution 

from Ships.” and “ Technical Code on Control of Emission of Nitrogen Oxides 

from Marine Diesel Engines. ”

[5]、The Protocol of 1997 to Amend MARPOL 73/78 Resolutions Adopted at 1997 

Conference of Contracting Governments to MARPOL 73/78.

[6]、柴油機廢氣排放管制與控制馬豐源 船舶與海運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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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試  驗  報  告

( 參照氮氧化物( Nox )技術規則5.10 )

排放試驗報告編號                             柴油機資料*

表1 / 5

柴油機

製造廠家

機  型

族、群標識

序  號

額定轉數 r/min

額定功率 kW

中間轉數 r/min

中間轉數的最大扭矩 Nm

靜態噴油定時 deg CA BTDC 

電子噴油控制 No :                    Yes:                  

可變噴油定時 No :                    Yes:                  

可變渦輪增壓器配置 No :                    Yes:                  

氣缸內徑 mm

活塞沖程 mm

公稱壓縮比

額定功率時平均有效壓力 k Pa

額定功率時最大氣缸壓力 k Pa

氣缸數目和排列 Number :         V :          In-line :        

輔助設備

規定環境條件

最高海水溫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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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給氣溫度( 若適用 ) ℃

冷卻系統 : 空氣冷卻器 No :                    Yes:                  

冷卻系統 : 給氣級數

冷卻系統溫度設定點(低 / 高) /                 ℃

最大進口壓力降 k Pa

最大排氣背壓 k Pa

燃油規格

燃油溫度 ℃

潤滑油規格

申請 / 預定使用

客  戶

安裝船上

使用目標 Main :            Aux.           

排放試驗結果

試驗循環

氮氧化物 g / kWh

試驗標識

日期 / 時間

試驗場地 / 試驗臺

試驗編號

驗船師

報告日期及地點

簽字

* 若適用

排放試驗報告編號                              柴油機族資料*

表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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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機族資料 / 群資料 ( 通用技術資料 )

燃燒循環 二沖程循環 / 四沖程循環

冷卻介質 空氣 / 水

氣缸排列 僅在沒有廢氣慮清裝置才要填寫

進氣方法 自然進氣 / 強壓進氣

船上使用的燃料類型 蒸餾 / 重柴油 / 複合燃料

燃燒室 單一 / 複合

閥口部置 氣缸頭 / 氣缸壁

閥口尺寸與數目

燃油系統型式

其他特性

廢氣再循環 No :                    Yes:                  

水噴射 / 乳化 No :                    Yes:                  

空氣噴射 No :                    Yes:                  

進氣冷卻系統 No :                    Yes:                  

排氣後處理 No :                    Yes:                  

排氣後處理型式

複合燃料 No :                    Yes:                  

柴油機族資料 / 群資料 ( 試驗臺試驗的母型機的選擇 )

族 / 群標識

增壓方法

進氣冷卻系統

選擇標準 ( 規定 ) 最大燃料噴射率 / 其他方法

氣缸數

每缸最大額定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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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定轉數

噴油定時( 範圍 )

最大燃油母機型

選擇的母機型 母機型

適用

* 若適用

排放試驗報告編號                                 試驗臺資料

* 表3 / 5

排氣管

直徑 mm

長度 m

絕緣 No :                    Yes:                  

取樣管位置

備註

量測設備

校正

製造廠家 型  號 量測範圍 滿刻度濃度 偏差

分析儀

NOx分析儀 ppm %

CO分析儀 ppm %

CO2分析儀 % %

O2分析儀 % %

HC分析儀 ppm %

轉數 rpm - %

扭矩 Nm - %

功率( 若適用 ) k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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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流量 - %

空氣流量 - %

排氣流量 - %

溫度

冷卻劑 ℃ - ℃

潤滑劑 ℃ - ℃

廢氣 ℃ - ℃

進氣口空氣 ℃ - ℃

空氣冷卻器 ℃ - ℃

燃油 ℃ - ℃

壓力

廢氣 kPa - %

進氣總管 kPa - %

大氣 kPa - %

氣體壓力

吸入空氣 kPa - %

溫度

吸入空氣 ℃ - %

燃油特性

燃油種類

燃油性能 燃油成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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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 ISO 3675 kg / l 碳 % 質量

粘度 ISO 3104 mm2 / s 氫 % 質量

氮 % 質量

氧 % 質量

硫 % 質量

( 低熱值 )LHV / Hu MJ / kg

* 若適用

排放試驗報告編號                                 試環境與氣體排放數據

* 表4 / 5

模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功率 / 扭矩             

%

轉數                           

%

開始時間

環境數據

大氣壓力                

kPa

進氣溫度                  

℃

進氣濕度             

g / kg

大氣系數 ( fa )

氣體排放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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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 濃度 乾 / 濕   

ppm

CO 濃度 乾 / 濕     

ppm

CO2 濃度 乾 / 濕       

%

O2 濃度 乾 / 濕          

%

HC 濃度 乾 / 濕     

ppm

NOx 溫度修正系數

燃油規格系數( FFH )

乾 / 濕修正系數

NOx 質量流量     kg / 

h

CO 質量流量       kg / 

h

CO2 質量流量     kg / h

O2 質量流量       kg / 

h

HC 質量流量      kg / 

h

SO2 質量流量     kg / h

NOx 比率        g / 

kWh

* 若適用

排放試驗報告編號                                 柴油機試驗數據*

表5 / 5

模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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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 / 扭矩                 

%

轉數                               

%

開始時間

柴油機數據

轉數                        

r / min

輔機功率                     

kW

馬力計                         

kW

功率                             

kW

平均有效壓力               

Pa

燃油泵刻度                 

mm

未修正的耗油量  g / kWh

燃油流量                  

kg / h

空氣流量                  

kg / h

排氣流量                  

kg / h

排氣溫度                       

℃

排氣背壓                       

Pa

氣缸冷卻出口溫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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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缸冷卻進口溫度       

℃

氣缸冷卻壓力               

Pa

潤滑油溫度                   

℃

潤滑油壓力                   

Pa

進口壓降                       

Pa

* 若適用

Chap74

我國對於船舶排氣污染之偵測及檢查

主講人:林 彬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船舶航行所需燃料的費用龐大，為能降低運輸成本的負擔，許多船舶採用劣

質重油做為燃料。劣質燃油因具有高瀝青基、高黏滯性、高碳質、高含硫量、低

著火性等特性，經過船舶柴油主機、鍋爐、焚化爐燃燒後，產生黑煙、粒狀物、

氮氧化物（NOx）、未燃碳氫化合物（HC）、硫氧化物（SOx）、一氧化碳（CO）、

二氧化碳（CO2）等排放物，對於生態環境造成污染。隨著國際貿易的成長，穿

梭於各國海域的船舶數量亦隨之增加，船舶排氣的污染現象日趨嚴重。國際海事

組織有鑑於此，乃於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在倫敦召開防止船舶污染

國際公約（MARPOL 73/78）締約國會議，通過該公約之一九九七年議定書（簡

稱 MARPOL 73/78/97），新增附錄 VI「防止船舶大氣污染」及其相關之 NOx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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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以控制船舶排放破壞臭氧層物質、氮氧化物、硫氧化物等化合物，並規範

船舶燃料品質及船舶設備之檢驗與檢查等事項。目前該議定書尚未生效，但是世

界各國政府為保護環境品質，多已開始著手制訂相關法規及船舶排氣檢查辦法，

以因應 MARPOL 73/78/97 未來之實施。

台灣的經濟成長主要依賴貿易維繫，係以外銷為導向的貿易型態，而且海島

地形的對外貿易必須借重海洋運輸，因此，海運也就扮演著促進台灣經濟發展的

重要角色。台灣由於位處於泛太平洋主航線擺錘之最頂端，並可用短程之接駁航

運或環球航線連接經蘇伊士運河往歐洲地區之航線，以海運市場地理區位觀之，

台灣正位於最有利之地理位置。在經濟成長及地理環境的雙重因素影響下，進出

台灣地區五個國際商港的船舶艘次及噸位均逐年增加。

依據交通部統計資料顯示，民國八十六年五個國際商港進港船舶達 32,389

艘次，較上年成長 8.60％；船舶總噸位共計 481,432,490 公噸，較上年成長 8.12

％。若以台灣西部三個國際港的進出港船舶艘次計算，可推估平均每天約有 160

艘左右船舶航經台灣西部周圍海域，並進出高雄、基隆、台中三港。然而交通部

之船舶交通統計資料上，尚不包括航行西北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過門不入的各國

過路船舶，因此，實際通過台灣西部周圍海域的船隻比推估的還要多。三港的船

舶類型以貨櫃輪為主，船舶噸位未滿 10,000 總噸佔 50.7%，10,000∼19,999 總噸

佔 27.3%，20,000 總噸以上佔 22.0%。

面對周圍海域船舶艘數的激增，我國政府也已注意到船舶污染的問題。由於

MARPOL 73/78 附錄 I 「防止船舶油污染」早於一九八三年十月即已生效，政府

因應船舶污染也就著重於油污染排放的防制，民國七十年交通部發佈的「海水污

染管理規則」即係參照該附錄 I 之規定而訂定。至於船舶排氣污染，目前我國各

港務局係依據國內相關法規執行船舶排氣管制的任務。

二、我國防止船舶排氣污染之相關法規

我國政府為維護國民健康、保護空氣品質，於民國六十四年由總統公佈「空

氣污染防制法」，明訂空氣污染防制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

保署）；在省（市）為省（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為要求各種

交通工具排放粒狀污染物有所遵循之標準，環保署依據該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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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於民國六十九年發佈「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其條文第八條即

對船舶設定排放標準：

第八條 火車及船舶排放粒狀污染物之標準，規定如下表：

排放標準

目測判定

交

通

工

具

種

類

施

行

日

期 粒狀污染物

(不透光率%）

備                                      註

火

車

發

佈

日
  40

三、允許起動時（引擎起動及列車機車油門加速過

程中）10 秒內不超過不透光率 60％。

四、目測不透光率 40％，相當於林格曼二號。

船

舶

發

佈

日
  40

三、允許主推進機推進動力 3000Kw 以上之船舶起

動時 20 秒內，3000Kw 以下之船舶起動時 10

秒內，不超過不透光率 60％。

四、目測不透光率 40％，相當於林格曼二號。

環保署並且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於民國六十

五年公佈「空氣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對於交通工具排放粒狀污染物之偵測方

法有所規定：

    第三十四條 使用儀器檢查與目測逕行舉發公私場所及交通工具排放之空

氣污染物，由經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之人員為之。

前項目測，對公私場所及交通工具排放之粒狀污染物之判

定，視同儀器檢查。

第一項之訓練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若船舶排放空氣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者，則依環保署七十二年發佈之「交通

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第二條第三款的規定：

第三章、    第二條 汽車、火車、船舶、航空器及其他水上動力機具排放空氣

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者，其罰鍰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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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船舶：

（五）總噸未滿一百總噸者，每次新臺幣一萬元。

（六）總噸位一百總噸以上未滿一千總噸者，每次新臺幣二萬元。

（七）總噸位一千總噸以上未一萬總噸者，每次新臺幣四萬元。

（八）總噸位一萬總噸以上者，每次新臺幣六萬元。

依據環保署「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規定，台灣省交通處亦於民國七十

三年制訂「船舶排放空氣污染物管制要點」，其中重要規定如下：

第五條 船舶排放空氣污染物管制機關為當地商港管理機關，受

交 通 部
行政院衛生署監督

第六條 船舶排放粒狀污染物濃度不得超過不透光率百分之四十或相當於

林格曼表二號（RING ELMANN CHART NO.2）；其他空氣污染之管

制標準比照省（市）發布標準。

第七條 船舶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稽查分儀器檢查及目測判定兩種。

前項目測逕行舉發由經目測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之人員為之，對船

舶排放粒狀污染物之判定視同儀器檢查。

第八條船舶排放粒狀污染物超過標準者，依「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

標準」處罰，排放其他空氣污染物超過標準者依「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十六條規定處罰。

由上述相關法規可以看出，環保署目前對於船舶排氣污染之管制係與汽車排

放粒狀污染物之標準相同，主要以排氣之不透光率為準，允許主推進機推進動力

3000Kw 以上之船舶起動時 20 秒內，3000Kw 以下之船舶起動時 10 秒內，不超過

不透光率 60％。偵測方式雖可使用儀器檢查，可是由於船舶的排氣檢查困難，

只得以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之人員使用目測判定。如果目測發覺船舶排放粒狀污

染物濃度超過不透光率 40%或相當於林格曼表二號，且該船總噸位未滿一百總

噸，即需罰鍰每次新台幣一萬元；總噸位一百總噸以上未滿一千總噸者，每次新

臺幣二萬元；總噸位一千總噸以上未一萬總噸者，每次新臺幣四萬元；總噸位一

萬總噸以上者，每次新臺幣六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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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由「空氣污染防制法」所延伸出有關防止船舶排氣污染之相關法規

外，總統於六十九年公佈之「商港法」也對商港區域內的污染行為加以規範：

第十九條 在商港區域內不得為左列行為：

四、 其他妨害港區安全及污染港區之行為。

對於上述污染行為的罰則：

第四十六條 違反第十八條之規定者，處負責人或行為人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三、台灣各港口防制船舶排氣污染

3.1 基隆港

基隆港務局設有環境保護所（環保所），專責港區範圍內之環境保護及衛生

清潔工作，包括防止船舶各種污染情事在內。該所接受港務局長指揮，在主任之

下設置第一課、第二課、第三課及清潔隊，編制人員共計 116 人，稽查員應有 8

人，第二課負責船舶污染稽查，稽查員 3 人。但是目前全所人員僅 82 人，稽查

員僅有 1 人。

    基隆港環保所於八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公告之「基隆港泊港船舶清潔、污染防

治須知」第一條有關船舶冒煙之規定：

二、船舶冒煙：（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三條及「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

排放標準」第八條規定）。

(四)允許主推進動力 3000KW 以上船舶起動時 20 秒內，3000KW 以下之船舶

起動時 10 秒內，不超過不透光率 60%。

(五)目測不透光率（粒狀污染物）不超過 40%，相當於林格曼二號。

(六) 老舊船舶無法改善排煙，依下列措施辦理。

3.依違反商港法第十八條第四項規定按同法四十六條規定處罰，其情節嚴

重者並勒令停工。

4.由代理行要求船東貨主另覓妥僱用陸上機或水上機進行裝卸，以免機具

老舊船舶開啟船機作業造成空氣污染。

    因此，基隆港務局對於船舶排氣偵測還是依據環保署所訂定之標準，以目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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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光率 40％，相當於林格曼二號為標準。但是對於排氣污染之違規罰則則以

「商港法」第四十六條為依據，處以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該港並將船舶

排氣規定告知各航運公司、船舶代理業及海軍，轉告所屬船舶或代理船舶遵守。

該局環保所偵測船舶排氣採用目測及輔以拍照存證方式辦理，第二課全課實

際工作人員僅 2~3 人，必須依賴該局其他單位人員協助偵測。目前基隆港務局共

有 13 位執行人員經過目測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其中 4 位為環保所人員，其餘

9 位則屬其他單位人員，上述人員每年還必須接受複訓一次，每次一天，該項訓

練係由環保署委託成功大學辦理。該所備有攝影機 V-8 一台、照相機兩台。由於

港區範圍寬廣，船舶違規排氣不易發覺，而且黑煙容易消散，因此，該港各碼頭

之工作人員均負有偵測之責任，一旦發現船舶違規排氣立即通知環保所，該所合

格人員可在最短時間內攜帶攝影機及照相機到達現場，進行蒐證工作。

    基隆港務局自民國八十四年至八十七年十月共取締船舶違規排放黑煙案件

31 件，處罰金額共計 123,450 元。處理過程以某油輪空氣污染為例，說明如下：

    事故發生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下午十四時二十分，靠泊基隆港

西卅三碼頭之船舶排冒黑煙超過標準，應依法處分。其污染狀況：

4. 該輪靠泊西卅三碼頭，連續排放黑煙濃度達 90%以上，且持續三分鐘以

上，污染港區空氣品質。

5. 現場污染情形經攝錄影存証。

6. 本案係違反商港法第十八條第四項之規定，並依同法第四十六條之規定

處分。

    處理情況：

5. 依基隆港務局八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取締告發通知單及該輪船長致該局

的報告書辦理。

6. 查該輪連續三分鐘以上排冒黑煙濃度 90%以上，有違空氣污染防制法及

商港法之規定，經基隆港務局稽查員錄影存証在案。

7. 本案經該輪船長提出報告書：「係因更換鍋爐致引發空氣污染之情形，

深表歉意並願接受處罰，及保証不再犯」。

8. 基隆港務局爰依商港法第十八條及四十六條之規定，裁處行為人該船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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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千元罰鍰（折合新台幣九千元）。

3.2 高雄港

高雄港務局亦設有環境保護所，成立於民國八十二年，目前全所人員約八十

餘人。第一課負責港區水污染、油污染、空氣污染取締及污染防治等工作，第二

課負責廢棄物處理、港區綠化、環境監測、油污染收受設備等工程事項。

高雄港務局對於船舶排氣偵測也是依據環保署所訂定之「交通工具空氣污染

物排放標準」第八條之規定為準。該局環保所偵測船舶排氣採用目測及輔以拍照

存證方式辦理，第一課備有攝影機 V-8 一台、照相機兩台，目前已有 3 人接受過

目測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執行船舶排氣污染監測之工作，另有通報系統。由於

高雄市環保局為當地環保監督之主管機關，包括港區之環保監督，因此，一旦發

現船舶排放黑煙，環保所立即通報高雄市環保局，兩單位人員一起至現場取締，

或者由高雄市環保局直接取締，並由市環保局執行處罰工作，。罰鍰標準則依據

「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第二條第三款之規定。由於大部份空氣污

染之情況並不嚴重，僅予以口頭警告。高雄港務局環保船舶排氣污染申訴案例如

下：

靠泊#61 碼頭之船舶持續排放黑煙。

4. 申訴日期及時間：民國八十七年八月十日九點四十分

5. 申訴原因分析：09:30 登上 61W 碼頭之船舶會船長及輪機長促其改善。

6. 處理對策及預防措施：經輪機長至機艙調整機器後已獲改善，並請輪機

長隨時注意該狀況，否則告發處分。

3.3 台中港

台中港務局亦設有環境保護所，於民國八十三年二月正式成立。該港對於船

舶排放之偵測標準與基隆、高雄兩港相同，如果超出排放標準，其罰則與基隆港

相同，係引用「商港法」第四十六條為依據，處以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目前共有合格之目測稽查員 9 位，3 位屬於環保所編制人員，其餘 6 為則為其他

單位人員協助偵測。蒐證設備包括 V-8 攝影機 2 台，照相機 6 台。

台中港對於船舶排氣污染之應變流程及指揮系統係以油污染之架構為原

則。一旦發現船舶違規排放黑煙，稽查員立即攜帶 V-8 至現場蒐證記錄，邀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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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及船舶代理行觀看錄影帶以確認違規過程，在船長簽名同意接受處罰後，船舶

才得以出港。該港有關船舶空氣污染之處罰案例如下：

1. 事故發生

    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上十九時，靠泊台中港 29 號碼頭船

舶，排放濃密黑煙之粒狀空氣污染物，污染港區空氣品質，違反商港法

第十八條第四款規定。

3. 事故原因

    該船於八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上十九時，在台中港29號碼頭進行

加裝鍋鑪油料，依船務代理公司轉該輪船長報告，係因新裝油料含有少

量水份，致使鍋鑪燃燒不良，排放濃密黑煙之粒狀空氣污染物，污染港

區空氣品質。

3. 處理情形

    本案經台中港務局人員當場洽請該公司人員及該船船長立即調整

改善，致未釀成嚴重空氣污染，違反港區環境及作業安全；惟該輪船長

一再表示道歉，並保証以後不再發生此類污染事件，爰依「商港法」規

定裁處罰鍰三千元，折合新台幣九千元整。

3.4 花蓮港

花蓮港務局目前尚未設置環境保護所，有關船舶排氣污染之防止管制業務係

由該局港灣組港灣課兼辦，為因應港區各項污染的有效防制，該局將調整組織編

制，增列「環保課」主管相關事宜。

該局執行船舶排氣污染所引用的法令規定分別為環保署所訂定之「空氣污染

防制法」、「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對於排氣污染之偵測，該局以目測不透

光率 40％，相當於林格曼二號為標準，採目測及輔以拍照存證方式辦理，執行

人員目前僅有一人經過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備有照相機兩台。

自從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一日公佈「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實施以來，至

民國八十六年底止，共舉發船舶違規排氣污染案件約 50 餘件。自八十七年以後，

因前數年之嚴格執行，該港並請各代理行不斷向靠岸船舶之船長告知排放規定，

到港船舶多已能注意機器保養，並汰換不良機器，目前到港船舶已少有氣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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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之情況發生，偶有發現亦屬輕微。

3.5 蘇澳港

蘇澳港務局係屬基隆港務局之分局，沒有環保所之編制，因此，有關船舶排

氣污染之防治工作由該局港航課負責。具有目測訓練合格之稽查員僅一人，沒有

任何偵測設備。由於每日港內繫岸船舶約 8~9 艘，數量很少，排氣污染之違規事

故不曾發生。

四、對於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之因應

由於「商港法」中所謂的污染行為並不明確，對於港區內船舶排氣的標準亦無規範，因此，在法規不完全的情況

下，目前台灣各港務局執行船舶排氣污染之偵測均只得依據前述「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八條之規定，以目

測不透光率 40％，相當於林格曼二號為標準。但是各港在處理的過程及違規處罰上不盡相同。基隆、台中兩港係由該

港環保所負責偵測及蒐證工作，由於港務局環保所並非「空氣污染防制法」中所謂之主管機關，不能依據環保署所制訂

之「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對違規船舶執行處罰，只得依據「商港法」第四十六條處對違規排冒黑煙之船

舶處以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高雄港則由高雄市環保局及該港環保所共同負責偵測及蒐證，船舶違規處罰則由高

雄市環保局負責，依據「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第二條處以新台幣一萬元至六萬元。

目測不透光率所偵測對象主要是粒狀污染物，MARPOL 73/78/97 附錄 VI「防止船舶大氣污染」中所強調的是控制

破壞臭氧層物質、氮氧化物、硫氧化物、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等的排放，其重要規定如下：

5. 破壞臭氧層物質

所有船舶禁止使用含有破壞臭氧層物質的新設備，但是至二○二○年一月一日前仍允許使用含有氫化氯氟烴

（HCFCs）的新設備。

6. 氮氧化物（NOx）

輸出功率超過 130 kW 柴油機，且於二○○○年一月一日以後安裝在船舶上，其 NOx 排放量應低於：

（i） 17.0 g/kWh（當柴油機轉數小於 130 rpm）

（iv） 45.0*n（-0.2）g/kWh（當柴油機轉數 n 等於或大於 130 rpm 但小於 2000 rpm）

（v） 9.8 g/kWh（當柴油機轉數等於或大於 2000 rpm）

7. 硫氧化物（SOx）

    船舶使用的任何燃油的硫含量不得超過 4.5 m/m。

8.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油輪在港內對於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之排放應加以規範。

為避免船舶使用劣質燃油，該附錄規則十八也對燃油品質有所要求，規定燃油的硫氧化物含量及排氣的氮氧化物

不能超出上述限值。該附錄規定 400 總噸以上船舶的主機及相關設備必須經過測試及檢驗，證明排氣確實符合上述標

準，取得「防止大氣污染國際證書（International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Certificate, IAPP）」後才可航行。該附錄亦賦予各

港口國監督的權利，並且各港口主管官員得利用任何適當的方法對船舶進行偵測，防止船舶排放違反公約所定的物質，

其重要規定如下：

規則十 操作要求之港口國管制

3. 當 MARPOL 73/78/97 之締約國有明確的理由相信在該國港口靠泊的船舶船長或船員對於船上有關防止大氣

污染操作程序不熟練時，該船應服從該締約國主管官員的檢查。

4. 在上述情況下，該締約國得禁止該船出港，直至該船能符合本附錄的規定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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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十一  違規之偵測及執行

3. 締約國應共同合作於本附錄條文之執行及違規之偵測，應利用所有適當且可行的方法對船舶進行偵測及環

境監視，並以適當程序報告及證據蒐集。

4. 締約國主管官員為證明排放違反本附錄所規定的物質，靠泊船舶應服從其檢查。

依據上述附錄 VI「防止船舶大氣污染」中有關船舶排氣偵測及檢查之重要規定，我國必須採取下列措施，以因

應未來 MARPOL 73/78/97 之生效實施：

1. 訂定防止大氣污染之相關法規

我國「商港法」規定國際商港的主管機關為交通部，交通部於各港設商港管理機關，港內防制船舶排氣污染為

各港務局環保所的重要工作之一。可是「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交通工具空氣污染之主管機關為環保署、省（市）政

府、縣（市）政府，致使港務局在取締船舶排氣污染時，必須通知地方政府環保單位共同偵測、蒐證後，再由地方政

府環保單位予以處罰。由於船舶排氣污染之蒐證相當困難，此項作業程序因連繫費時，對於船舶的排氣污染，時效上

常無法配合，等發現再前往取締時，已錯失時機。港務局環保所雖可依據「商港法」執行港內污染的取締工作，但是

該法對於船舶排氣污染之規定並不明確，目前各港口仍須依據「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做為船舶污染的認定

標準。

我國於民國七十三年為配合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附錄 I 「防止船舶油污染」之生效，依據「商港法」第五十

條規定，訂定「海水污染管理規則」，涵蓋該公約附錄 I 之重要規定，包括油污水排放標準、防止油污染證書檢查、違

規罰則等。因此，未來配合 MARPOL 73/78/97 的生效，我國依然可以修訂「商港法」，使交通部得據以制訂「大氣污染

管理規則」，其內容將包括破壞臭氧層物質、氮氧化物、硫氧化物、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等的排放標準、防止大氣污染國

際證書簽發及檢查、違規罰則等與 MARPOL 73/78/97 有關之重要規定。港務局環保所才能依法執行港口國管制，檢查

各國國籍船舶的 IAPP 證書、偵測各項排氣污染及違規處罰。

2. 加強船舶排氣偵測人員之訓練

    目前我國對於船舶空氣污染之偵測項目，僅注意排氣的不透光率，

即偵測排氣中的粒狀污染物。但是 MARPOL 73/78/97 附錄 VI 所規定的

重點是防止大氣污染國際證書的簽發與檢查及管制破壞臭氧層物質、氮

氧化物、硫氧化物、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等的排放，這些工作必須依賴大

批的專業人員。目前各港務局環保所的稽查員人數已感不足，未來工作

量大增，不但應補充人力，且應持續加強內部人員的專業訓練，以因應

船舶排氣檢查。

3. 增加船舶排氣偵測之設備

    目前我國對於船舶排氣污染之偵測方式，係以目測方式偵測船舶排

氣的不透光率，至於排氣中氮氧化物、硫氧化物等化合物的含量卻不易

由目測可得，必須藉助於精密儀器。港口主管機關對船舶執行排氣污染

違規處罰，必要時，偵測人員必須上船採集主機排氣樣本，所分析的含

量數值必須明確告知受罰船長。因此，偵測設備的精確度將影響我國執

行船舶排氣污染在國際間的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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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以往各國對於船舶污染均著重於油污染之防制，目前各海運國家已開始注意

船舶對大氣污染的嚴重性。雖然目前 MARPOL 73/78/97 尚未生效，但是以環境保

護的立場，我國政府也應及早加強防制大氣污染。船舶排氣的偵測及檢查是項相

當專業及複雜的工作，包括污染監測及登輪取樣備查等，此項工作若要順利執

行，在人力、物力及法令規定等三方面必須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因此，航政及

環保單位必須相互合作，制訂適當法規，運用各方面之人力及設備，才能有效防

制船舶排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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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8

第八章、 計畫對空氣污染防治之具體貢獻

    由於世界性環保意識的抬頭，為因應國際社會的要求，國際海事組織（IMO）
除船舶努力制訂有關船舶航行安全的國際公約外，也注意到船舶對於環境所造成
之污染日益嚴重。源自船舶所造成的環境污染，主要歸屬於海洋污染及空氣污染
兩大類。船舶對於海洋之污染源，包括：污油、有害及有毒物質、污水、垃圾等，
常危害海洋環境，尤其是油污染事故。因此，IMO 於 1973 年制訂了防止船舶污
染之國際公約（MARPOL 73），規定船舶排放上述各種海洋污染源之標準，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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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船舶安裝各項防止污染之設備，目前已有效減少船舶對於海洋之污染。在空
氣污染方面，源自陸上工業排放之污染雖然遠較船舶排放之污染嚴重，但是船舶
的污染是移動性的，其污染可擴散至世界各地，影響層面遍及全球，IMO 遂將
船舶污染防治由海洋污染延伸至空氣污染。

受到良好的經濟性影響，柴油機已廣泛的應用於各種交通工具，但是柴油機
所排放之物質對於大氣造成之危害也引起高度的關注。世界各國對於汽車排氣均
制定排放標準，近年來，人類對生活品質要求不斷的提昇，對柴油機排放之限制
也越來越嚴格，包括：碳氫化合物（HC）、碳氧化物（COx）、氮氧化物（NOx）、
氮氧化物（NOx）及微粒之排放等。船舶多使用柴油機為推進動力，MARPLO 
73/78/95 針對 130 kW 以上柴油機制訂排氣標準，主要限制氮氧化物（NOx）之
排放。

隨著經濟的成長，航行於台灣海域之船舶艘數及噸位亦逐年增加，各港口進
出船舶類型以貨櫃輪為主，兩萬總噸位以下之船舶佔 78%。上述船舶之主機均屬
柴油機。由本報告之內容可以得知，柴油機之排氣是大氣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之
一。因此為防止船舶排氣在我國海域造成污染，就必須嚴格規定船舶裝設國際公
約所規定之設備及具備 EIAPP 與 IAPP 證書，並以對港內船舶檢查其證書。往我
國對於船舶污染均著重於油污染之防制，目前世界各海運國家已開始注意船舶對
大氣污染的嚴重性，雖然目前 MARPOL 73/78/97 尚未生效，但是以環境保護的
立場，我國政府也應及早加強防制大氣污染。船舶排氣的偵測及檢查是項相當專
業及複雜的工作，包括污染監測及登輪取樣備查等，此項工作若要順利執行，在
人力、物力及法令規定等三方面必須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因此，航政及環保單
位必須相互合作，制訂適當法規，運用各方面之人力及設備，才能有效防制船舶
排氣污染。

    本計畫完成之工作項目如下：

1. 由於我國不是國際海事組織的會員國，乃利用驗船界之關係，從日本及韓
國蒐集到 IMO 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附錄 VI「防止船舶大氣污染」之所有
相關法規條文及執行細則等相關規定，提供環保署空保處等政府環保單位
做制定法規及政策之參考。

2. 完成蒐集國內現行有關防制船舶排氣污染之相關條文及執行規定，包括：
「商港法」、「空氣污染防制法」、「船舶法」、「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
「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緩標準」、「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基隆港泊港船舶清潔、污染防制須知」、「海水污染管理規則」等，並完
成分析各項法規中對於防制船舶排氣污染之規定缺失。

3. 於民國八十七年九、十、十一月中分赴基隆、台中、高雄、花蓮、蘇澳等
港務局環境保護所或相關單位訪談，與相關官員對於防制船舶排氣污染交
換意見及執行問卷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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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中赴長榮、陽明、台航等大航運公司訪談，與船務
和輪機部門人員對於防制船舶排氣污染技術及設備交換意見及執行問卷調
查工作。

5. 完成蒐集國內外有關防制船舶排氣污染之燃燒及後處理技術及設備資料。

6. 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召開海事產官學各界參與之「防制船舶排氣
污染技術與策略研討會」，出席者包括各大航運公司、交通部航政司、各港
務局環境保護所、大專院校環境工程相關系所等代表與會，已彙整及凝聚
各方對於因應 IMO 國際公約之對策及共識。

7. 彙整所蒐集之各種資料、問卷調查回覆意見、研討會綜合意見等加以歸納
分析，完成本國因應 IMO 防制船舶排氣污染國際公約之具體對策，提出相
關環保法規及執行細則之增修建議。

    本計劃之具體成果說明如下：

1. 本報告第三章中所蒐集到之有關 IMO限制船舶排氣污染國際公約之相關條
文及國外現行限制船舶排氣污染之相關法規等資料，可提供給我國環保署
空保處、交通部航政司、港務局、各大航運公司、海事及環工、機械等相
關研究機構或大專院校作為制定政策、法規或研究之參考。

2. 本報告第六章第四節中有關防止柴油機污染之對策，所敘述關於控制船舶
排氣污染之技術及設備等資料，可提供給各大航運公司作為改善其所屬船
隊排氣污染，以符合 IMO 及各國防制船舶排氣污染之規定或標準，可改善
船舶在世界各港口之排氣污染糾紛。

3. 本計畫執行期間，與各港務局及航運公司相關人員之實地訪查及問卷調查
工作，已多方面吸取各界對於改善我國船舶排氣污染之智慧、建議及看法
和凝聚增修相關環保條文之共識，並在本報告第六章第三節中將國內各港
口執行防止船舶排氣污染之管理現況作詳細分析，期使相關單位能重視且
改善缺失。

4. 經過研討會的召開，邀請海事、環保等產官學界人仕匯集一堂集思廣義，
可提供國內因應國際防制船舶排氣污染之最佳看法及對策，研討會論文集
之內容深受與會者之肯定，會後仍不斷有單位來函索取。

5. 對我國防止船舶排氣污染研擬具體之因應對策，包括相關法規的增修建
議、對於船舶符合 IMO 國際公約限制排氣污染設備之要求建議、船舶使用
適當排氣污染防制技術以符合國際公約排氣標準之建議等，以使本國能順
利因應 IMO 防制船舶排氣國際公約之要求，並期使未來所有在我國港口靠
泊的船舶能將排氣污染的情形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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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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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及回覆

(一)、意見一：期中結果合理正確，內容符合預定進度，文獻收集完備，分析         

             檢討俱佳，成果具初步參考價值。

     回  覆：謝謝審查委員肯定與支持。

(二)、意見二：第 56 頁之建議（一）請協助環保署尋找類似之精密儀器資料或     

             他國之經驗當附件，爾後供環保署施政參考。

     回  覆：請參考 3.3.2.8 節及表 3-11。

(三)、意見三：期末報告中能提供一海事防止排氣污染摘要，供環保署向國際

             上各船舶公司宣傳，進入我國海域以不污染為原則。

     回  覆：請參考本報告 6.3 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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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及回覆

(一)、意見一：本計劃按照預定目標進行，對國內外文獻之回顧和整理非常完          
             整。對各國有關國際海事組織防止船舶排氣污染規定和策略做非   
             常詳細之收集和介紹。
     回  覆：謝謝審查委員支持與肯定。

(二)、意見二：本計劃主持人籌組有關專業人員參加本計劃，並實地到國內各
             港務局、商船海運公司做實地訪問調查，建立參考資料做為排放         
             污染氣體之實施對策，對空氣污染防制具肯定之貢獻。
      回  覆：謝謝審查委員支持與肯定。

(三)、意見三：召開船舶排氣污染研討會，收集專家之意見，本計劃之執行成
             果佳。
      回  覆：謝謝審查委員支持與肯定。

(四)、意見四：建議主持人以此經驗撰寫一 Standard Procedure 供環保署此類研
     究計劃當參考。
     回覆：謹擬可供環保署此類研究計劃當參考之 Standard Procedure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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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MAROL  有關防制船舶空氣污染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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