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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有效改善空氣品質，環保署已開始逐步推動總量管制制度。然而對部分尚未被列入實

施區域之縣市而言，若希望能夠更積極地維護空氣品質，則有必要思考如何能在現有法規制

度下，實施具有總量管制精神的防制措施。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即在發展一套符合縣市政府積

極管制需求之總量管制策略，以做為尚未正式實施總量管制制度前之作業依據。本研究是以

永續發展的原則，根據現行總量管制相關法規，規劃一套先期性總量管制推動架構，而在此

架構下來訂定縣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及空氣品質惡化緊急應變計畫之修訂原則。本研究依據

此先期性總量管制推動架構來進行新竹縣先期性總量管制策略之研擬，首先以整體系統的角

度，將新竹縣區分為三個分區，將分區視為子系統的方式進行新竹縣空氣污染排放量之調

配，然後據以規劃各新竹縣內各工業區之污染削減總量，再依據工業區內污染源之規模、性

質、可能減量措施及管制效率之考量，分別針對不同污染物來擬定污染源污染量削減方案，

最後並研擬新竹縣總量管制作業程序。本研究之成果可做為縣市政府先期性推動具有總量管

制精神之污染防制工作的基礎，並可銜接正式實施總量管制制度的作業，整體提昇防制成

效。 
 

關鍵詞：空氣污染、永續發展原則、總量管制、污染量削減 
 

一、前言 
 
我國空氣污染防制原本是以排放濃度及排放行為作為管制依據，近年來則加入污染排放

量管制的做法。污染排放量管制是先以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及空氣污染防制區的為基礎，對於

污染源要求削減排放量或是管制其新增排放量；然後再推動總量管制制度，對所有污染源排

放量進行申報、認可、儲存、抵換等，以達到整體污染排放量的削減或管制目標(環保署，
2002a；環保署，2002b)。 
空氣污染總量管制之實施首先由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依據空氣品質監測及需求，選

定氣象、地理條件一致之縣市為總量管制區，並依法予以公告。其中分為兩大類區，包括符

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量管制區及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總量管制區，而有不同之實施內容、方

式及步驟(環保署，2003)。 
在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量管制區，重點在維護現有空氣品質，因此需對未來新增加之

污染排放量控制在容許增量限值之內。在此管制措施下，環保署進行高階管理，負責訂定符

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量管制計畫、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污染物排放量規模、污染物容許

增量限值等；而地方政府則進行中階管理，負責訂(修)定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執行污染源新
設及變更審查；而污染源則進行低階管理，負責控制本身之污染排放量以不超過容許增量限

值。 



 

 

在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總量管制區，重點在依據總量削減目標進行污染物削減，而不容

許增加任何排放量，以改善空氣品質。在此管制措施下，環保署進行高階管理，負責訂定未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量管制、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最佳可行控制技術、污染物排放量

規模、既存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準則、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申報管理辦法、既存固

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指定削減準則、削減量差額認可、保留抵換及交易辦法等；而地方政

府則進行中階管理，負責訂(修)定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執行污染源新設及變更審查；而污染
源則進行低階管理，負責以削減、抵換等方式控制本身之污染排放量符合總量削減目標。 
然而對部分尚未被列入實施區域之縣市而言，若希望能夠更積極地維護空氣品質，則有

必要思考如何能在現有法規制度下，實施具有總量管制精神的防制措施。因此本研究之目的

即在發展一套符合縣市政府積極管制需求之總量管制策略，以做為尚未正式實施總量管制制

度前之作業依據。在發展此一總量管制策略時，本研究是以永續發展的原則，並根據現行總

量管制相關法令之規範，規劃一套符合縣市政府管制需求之先期性總量管制推動架構，而在

此架構下擬定適當之管制策略。 
此先期性總量管制推動架構依照空氣品質現況及縣市政府的空氣品質目標，可分為三種

狀況。本研究針對新竹縣之現況，以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但不符合空氣品質目標之架構來研擬

其先期性總量管制策略。本研究以整體系統的角度，將新竹縣區分為三個分區，將各分區視

為子系統，進行新竹縣空氣污染排放量之調配，然後據以規劃各新竹縣內各工業區之污染削

減總量，再依據工業區內污染源之規模、性質、可能減量措施及管制效率之考量，分別針對

不同污染物來擬定污染源污染量削減方案，最後並根據前述架構及法令規定，研擬針對固定

污染源在不同的管制階段下新竹縣之總量管制作業程序。 
 

二、縣市先期性總量管制推動架構之規劃 
 
本研究是以永續發展的理念，配合目前法令規範，規劃出一套先期性總量管制推動架

構。本研究以系統的觀點來規劃先期性總量管制架構，系統範圍則包含縣市全部行政區域，

而工業區即是其中之子系統。以永續發展原則所規劃之縣市先期性總量管制推動架構中，是

以不超過環境承載力為限制條件來規劃縣市層級之計畫，而環境承載力針對空氣品質保護/
空氣污染防制的工作而言，即是以空氣污染物涵容能力來代表，其具體之界定則是以環境、

社會、經濟等三面向所考量及界定之空氣品質目標。 
因此本研究先考量全縣之空氣污染物涵容能力，再分析現行污染排放總量是否超過涵容

能力。若是現行污染排放總量超過涵容能力時，則分析應削減多少污染排放總量以達到涵容

能力之內，然後規劃各部門污染排放量之削減分配方式，而各部門即依據此一結果來調配部

門內之污染排放量之削減。污染排放量之削減分配結果將同時包括工業區之污染排放總量，

據以調配工業區內各污染源之污染排放量之削減，以達到總量管制之目標。 
本單位所規劃之縣市先期性總量管制推動架構，依據其空氣品質是否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及空氣品質目標，共可分為三種不同的狀況，包括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且符合空氣品質目標

(如圖 1 所示)、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但不符合空氣品質目標(如圖 2 所示)、不符合空氣品質標
準之狀況。以下針對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但不符合空氣品質目標之架構(圖 2)說明如下： 
 
1. 訂（修）定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對於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但不符合空氣品質目標之架
構，空氣污染防制計畫訂(修)定重點在依據污染排放量及空氣品質目標進行總量削減，
而且盡量減少新增加之排放量，以逐步改善空氣品質而達到空氣品質目標。對於工業區

則以污染泡的方式管理，依據空氣品質目標，經由模式模擬研訂其應削減之排放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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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先期性總量管制推動架構圖                                       圖 2 先期性總量管制推動架構圖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且符合空氣品質目標）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但未符合空氣品質目標） 
 
2. 蒐集空氣品質資料：蒐集轄區內一般空氣品質自動監測站的長期逐時空氣品質監測資料
來做後續判斷。 

3. 是否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判斷：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92.07.23)第七條規定，以
轄區內一般空氣品質自動監測站的長期逐時空氣品質監測資料來判斷。 

4. 蒐集污染源資料：蒐集各類污染源之資料，建立完整之排放清單，包括點源、線源、面
源。 

5. 推估污染排放總量及涵容能力：以環保署所建立之台灣空氣污染物排放係數資料庫
(Taiwan Emission Data System, TEDS)，配合上述污染源活動強度資料來推估污染排放總
量。再以永續發展的原則，依據空氣品質狀況及污染排放量，推估新竹縣之空氣污染物

涵容能力，以做為後續實施總量措施之依據。 
6. 依據環境社會經濟面向訂定空氣品質目標：本項空氣品質目標之訂定是在空氣品質現況
可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下，主管機關為預防空氣品質惡化，並因特殊需要而擬訂更為嚴格

的空氣品質目標。空氣品質目標之訂定可以先考量目前污染排放總量及涵容能力之推估

結果，再依據土地利用、人口密度、空氣品質需求等經濟、社會、環境面向來訂定適合

縣市之空氣品質目標。 
7. 是否符合空氣品質目標之判斷：以轄區內一般空氣品質自動監測站的長期逐時空氣品質
監測資料來判斷是否符合空氣品質目標。 

8. 研訂公部門及私部門之減量規劃：在完成空氣污染防制計畫之修訂後，即依據計畫之污
染排放量、空氣品質現況及目標等資訊，就縣市內之公部門及私部門進行污染排放量減

量之規劃。污染排放削減量之分配應考慮環境、社會、經濟等面向，以公平、有效且可

促進整體效益的原則來進行。 
9. 研訂工業區應削減之排放總量：在整體公私部門之減量規劃中，對私部門之工業部分，



 

 

則細部分配到工業區之應削減之排放量。 
10. 查核及認可污染物排放量：推動污染源管制措施之重點在既存污染源排放量之申報、查
核、指定削減，以及新設或變更污染源之採用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11. 指定削減污染物排放量：對於工業區內既存污染源排放量之削減方式，是以工業區之總
削減量為基礎，加上保留一定數量的污染排放量做為日後新設或變更污染源的污染排放

量新增空間，成為既存污染源之總削減量目標，再依據工業區內既設固定污染源之規

模、污染物排放量、可行減量技術、成本效益等，篩選出優先指定減量對象，並在考量

整體減量目標及期程下，分配污染物排放量之削減數量及削減期程。 
12. 查核及登錄污染物減量差額：環保局應查核污染源是否依照指定削減數量及削減期程而
減量，若是污染源減量多於規定者，得取得減量差額並由環保局登錄後保留使用。 

13. 新設或變更審查：對於工業區內新設或變更污染源以環境影響評估或許可審查的方式，
要求採用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並且其新增污染量需低於上述之容許增加之排放總量。 

14. 訂定縣市之相關作業規範：對於上述各項作業標準，是以環保署所公告或研擬之草案為
準，並配合縣市之實際狀況修正或是進一步訂定，雖無法令上之強制力，但可成為執行

之依據。目前環保署已公告相關之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最佳可行控制技術、污染物

排放量規模、既存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準則、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申報管理辦

法等法規，並進行研擬既存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指定削減準則、削減量差額認可、

保留抵換及交易辦法等法規。 
 

三、新竹縣先期性總量管制策略之研擬 
 
本研究以新竹縣為研究案例，依據上述縣市先期性總量管制推動架構來進行新竹縣空氣

污染防制策略之研擬。新竹縣位處竹苗空品區，目前空氣品質相對於其他空品區而言屬於較

為良好者，因此尚未列入優先實施總量管制區域。然而新竹縣近年來工商業持續發展，為預

防空氣品質惡化，實有先期性推動具有總量管制精神之污染防制工作的需求。 
依據新竹縣之現況，乃屬於上述先期性總量管制架構中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但不符合空氣

品質目標之情形(圖 2)，其中步驟 1到步驟 9為策略研擬階段，步驟 10以後為實施階段，因
此本研究將以步驟 1 到步驟 9 進行策略研擬，以步驟 14 規劃實施策略所需之作業程序，以
下針對策略研擬之過程以及所研擬出之策略進行說明。 

 
1. 訂（修）定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 
現行之「新竹縣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為 90年 10月編訂完成，內容格式與空氣污染防

制法施行細則所規定者並不相同。本研究認為修訂時以法令規定之內容格式為基礎，配合新

竹縣先期性總量管制推動架構而做修正。 
2. 蒐集空氣品質資料 
蒐集新竹縣內湖口及竹東一般空氣品質自動監測站的長期逐時空氣品質監測資料來做後

續判斷。 
3. 是否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判斷 
新竹縣空氣品質標準現況可符合空氣品質標準，因此須再進一步依據污染排放總量及涵

容能力推估結果來訂定空氣品質目標。 
4. 蒐集污染源資料 
由環保局所推動之空氣污染防制相關計畫，建立各類污染源完整之排放清單，包括點

源、線源、面源。 
5. 推估污染排放總量及涵容能力 



 

 

本研究以環保署之台灣空氣污染物排放係數資料庫(TEDS)為基礎(環保署，2002a)，同
時配合新竹縣之現況適當的修正(新竹縣環保局，2000，2001a，2001b，2002)，以進行污染
排放量推估。本研究將新竹縣劃分為若干空間網格做為系統內之主要組成，如圖 3所示，位
於每個網格中的活動源/污染源則為子組成，而活動源/污染源依據屬性可分為分屬於公部門
及私部門之點源、線源及面源。 
本研究將新竹縣地圖利用 GIS地理資訊系統的網格製作功能，將其整面地圖佈滿 1 km × 

1 km 之網格，網格編號方式依據新竹縣地圖由左上的新豐鄉到右下的尖石鄉，方向是由左
至右，由上之下，共編 1,369個網格。 
本研究之污染源資料，是分別由環保局提供點源之資料，及參考環保署面源及線源資

料，再由本研究分配至各網格推估總量之分布。在新竹縣污染總量的推估方法上，本研究將

污染源分為點、線、面三類污染源，並參考環保署與環保局之數據，將其各污染源依屬性分

為公、私部門。 
本研究推估並分配至各污染源各空氣污染物各網格後，可對各網格及全區加總各污染物

排放總量。本研究所得之全區空氣污染物總量如表 1所示，其中 TSP排放量以面源及點源為
主，SOx排放量以點源為主，NOx排放量以點源及線源為主，THC排放量以面源為主。 
由於新竹縣污染量分布集中在特定區域，因此本計畫採取分區去除的方式來分配污染

量，以區域性污染泡的概念來調配，並且配合針對一定規模以上之污染源進行削減，一方面

可達到區域內公平的原則，另一方面可收到削減集中之污染量而改善空氣品質之效果 
依據新竹縣污染量分布情形以及地理特性，可將新竹縣分為三區，如圖 4所示。第一區

包括竹北市、湖口鄉、新豐鄉等三鄉鎮，位於新竹縣相對較接近海邊之區域，涵蓋新竹工業

區、國道一號高速公路（含湖口及竹北交流道）、高鐵新竹六家站等，人口數較多而集中。

第二區包括竹東鎮、寶山鄉、芎林鄉等三鄉鎮，位於頭前溪中游河谷，涵蓋新竹科學工業園

區（新竹縣境）、國道一號及三號高速公路（含竹林及新竹系統交流道），人口數亦多而集

中。其餘鄉鎮包括新埔鎮、關西鎮、橫山鄉、北埔鄉、峨嵋鄉、五峰鄉、尖石鄉等七鄉鎮列

入第三區，位於新竹縣相對較接近內陸及地勢較高之區域，污染排放較為分散。各區之污染

排放量如表 2至表 4所示。 
 

表 1 新竹縣空氣污染物推估總量(單位：公噸/年) 

污染物項目 TSP SOx NOx THC 
點源 9,654 9,281 9,661 7,671 
面源 12,692 289 240 73,740 
線源 1,261 141 7,454 4,206 
總計 23,607 9,711 17,355 85,617 

 
表 2 第一區(竹北、湖口、新豐)之污染排放量(單位：公噸/年) 

污染物 TSP SOx NOx THC 
點源 4 0.3 1 78 
面源 3,685 0 0 1,005 
線源 0 0 0 0 

公
部
門 

小計 3,689 0.3 1 1,083 
點源 1,243 5,077 4,181 5,193 
面源 965 135 106 12,608 
線源 466 53 2,717 1,432 

私
部
門 

小計 2,674 5,265 7,004 19,233 
總計 6,363 5,265 7,005 20,316 



 

 

表 3 第二區(竹東、寶山、芎林)之污染排放量(單位：公噸/年) 
污染物 TSP SOx NOx THC 

點源 0.03 0 0 0.2 
面源 2,662 0 0 5,303 
線源 0 0 0 0 

公
部
門 

小計 2,662 0 0 5,303 
點源 2,453 325 340 621 
面源 679 79 67 4,455 
線源 446 51 2,714 1,187 

私
部
門 

小計 3,578 455 3,121 6,263 
總計 6,240 455 3,121 11,566 

 
表 4第三區(其他鄉鎮)之污染排放量(單位：公噸/年) 

污染物 TSP SOx NOx THC 
點源 1 5 4 21 
面源 2,762 0 0 47,770 
線源 0 0 0 0 

公
部
門 

小計 2,763 5 4 47,791 
點源 5,953 3,874 5,135 1,758 
面源 1,939 75 67 2,599 
線源 349 37 2,023 1,587 

私
部
門 

小計 8,241 3,986 7,225 5,944 
總計 11,004 3,991 7,229 53,735 

 

    
                         圖 3 新竹縣空間網格圖                                                  圖 4 新竹縣空氣污染量調配分區圖 



 

 

6. 依據環境社會經濟面向訂定空氣品質目標 
空氣品質目標之訂定是先考量上述污染排放總量及涵容能力之推估結果，再依據環境、

社會、經濟等三大面向來訂定適合新竹縣之空氣品質目標。 
以環境面而言，目前新竹縣之空氣品質皆可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但以懸浮微粒及臭氧而

言已接近空氣品質標準，而且在 PSI超過 100之不良日中，也是以懸浮微粒及臭氧為指標污
染物，因此為預防惡化之主要對象；而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則遠低於空氣品質標準，因此列

為次要對象。依據空氣品質狀況分析，懸浮微粒排放量應列為主要管制對象；而碳氫化合物

為臭氧之主要前趨物，因此碳氫化合物排放量也應列為主要管制對象；氮氧化物雖遠低於空

氣品質標準，但其亦為臭氧之前趨物之一，因此氮氧化物排放量應列為次要管制對象；硫氧

化物雖遠低於空氣品質標準，但其亦會增加部分懸浮微粒濃度，因此硫氧化物排放量應列為

次要管制對象。 
以社會面而言，目前新竹縣之人口數量、交通運輸及都市化發展皆呈成長狀態，因此對

於空氣品質目標，應是訂定在比現行空氣品質更為良好的水準。 
以經濟面而言，由於新竹縣內之污染源多已逐步遵守相關法令進行污染削減與防制工

作，因此以現有之削減與防制方式做小幅度之改善，將是在增加小量成本下獲得空氣品質改

善之效益。 
綜合以上所述，將空氣品質目標訂在比現有空氣品質狀況稍好的水準，將是在環境、社

會、經濟等三大面向均衡考量下之最佳方案。因此本研究將空氣品質目標訂在懸浮微粒與臭

氧比現況改善 10%，氮氧化物與硫氧化物比現況改善 5%。 
7. 是否符合空氣品質目標之判斷 
以轄區內一般空氣品質自動監測站的長期逐時空氣品質監測資料來判斷，新竹縣未符合

空氣品質目標。 
8. 研訂公部門及私部門之減量規劃 
由於新竹縣污染量分布集中在特定區域，因此本研究採取分區等去除率的方式來分配污

染量，以區域性污染泡的概念來調配，並且配合針對一定規模以上之污染源進行削減，一方

面可達到區域內公平的原則，另一方面可收到削減集中之污染量而改善空氣品質之效果 
本研究研擬整體減量目標為懸浮微粒排放量削減 10%，碳氫化合物排放量削減 10%，

硫氧化物排放量削減 5%，氮氧化物排放量削減 5%。依據此減量目標，首先考量原有污染
排放量分布情形，針對排放量較為集中者採取較高之削減率，排放量較為分散者採取較低之

削減率，整體分配各區之削減量，然後再將區內之污染量分配至公私部門。各區以及全縣之

污染削減量如表 5至表 8所示。 
 

表 5 第一區(竹北、湖口、新豐)之削減量(單位：公噸/年) 
污染物 TSP SOx NOx THC 

點源 1  0  0  16  
面源 552  0  0  181  
線源 0  0  0  0  

公
部
門 

小計 553  0  0  197  
點源 211  304  251  1,039  
面源 145  7  0  2,269  
線源 47  0  136  72  

私
部
門 

小計 403  311  387  3,380  
總計 956  311  387  3,576  

 
 



 

 

表 6 第二區(竹東、寶山、芎林)之削減量(單位：公噸/年) 
污染物 TSP SOx NOx THC 

點源 0  0  0  0  
面源 266  0  0  265  
線源 0  0  0  0  

公
部
門 

小計 266  0  0  265  
點源 245  7  7  62  
面源 68  3  0  223  
線源 45  0  136  119  

私
部
門 

小計 358  10  143  404  
總計 624  10  143  669  

 
表 7第三區(其他鄉鎮)之削減量(單位：公噸/年) 

污染物 TSP SOx NOx THC 
點源 0  0  0  2  
面源 138  0  0  3,822  
線源 0  0  0  0  

公
部
門 

小計 138  0  0  3,824  
點源 476  194  308  176  
面源 97  4  0  208  
線源 35  0  101  79  

私
部
門 

小計 608  198  409  463  
總計 746  198  409  4,287  

 
表 8新竹縣全縣之削減量(單位：公噸/年) 

污染物 TSP SOx NOx THC 
點源 1  0  0  18  
面源 957  0  0  4,268  
線源 0  0  0  0  

公
部
門 

小計 958  0  0  4,286  
點源 933  505  566  1,277  
面源 310  14  0  2,700  
線源 126  0  373  270  

私
部
門 

小計 1,369  519  939  4,247  
總計 2,327  519  939  8,533  

 
9. 研訂工業區應削減之排放總量 
本研究依據新竹縣內工業區之規模、排放量、產業別等特性，新竹縣內以新竹工業區及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最為重要，因此選擇此二個工業區為對象實施污染減量。新竹工業區廠商

共有 198 家，其排放量如表 9 所示；新竹縣境內的科學園區廠商共有 39 家，其排放量如表
10所示。預定削減總量的目標是依據步驟 8私部門之減量規劃中分配至工業區的削減量，如
表 11所示。 
本計畫篩選對象的方法是以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量管制區內，既存固定污染源排放

量達一定規模者，需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排放量認可，暨以「一定規模」來作為篩選對象的

方案或依公告第二批公私場所應申報年排放量之固定污染源作為削減對象。 
本研究依據工業區內固定污染源之規模、污染物排放量、可行減量技術等，篩選出優先

指定減量對象，並在考量整體減量目標及期程下，分配污染物排放量之削減數量及削減期



 

 

程，以逐步達成新竹縣空氣品質改善目標。削減方案如表 12及表 13所示。 
 

表 9 新竹工業區排放量統計(單位：公噸/年) 
污染物名稱 點源污染量 線源污染量 面源污染量 污染總量 
粒狀污染物 134.6 495.5 337.5 967.6 
氮氧化物 1,949.0 513.9 5.6 2,468.5 
硫氧化物 593.6 10.1 7.2 610.8 
揮發性有機物 3,433.0 98.6 928.3 4,459.9 

 
表 10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新竹縣境）排放量統計(單位：公噸/年) 
污染物名稱 點源污染量 線源污染量 面源污染量 污染總量 
粒狀污染物 78.7 20.6 106.7 206.0 
氮氧化物 23.9 125.3 0.4 149.6 
硫氧化物 2.7 2.5 0.5 5.7 
揮發性有機物 235.6 44.6 181.1 461.3 

 
表 11 工業區削減總量 

           污染物 
地區 TSP SOX NOX VOC 

新竹工業區 17﹪ 6﹪ 6﹪ 20﹪ 
新竹科學園區 10﹪ 2﹪ 2﹪ 10﹪ 

 
表 12 新竹科學園區削減方案 

污染物 指定削減對象 指定削減家數 指定削減量 
粒狀物 15公噸/年以上 1 8公噸/年 
氮氧化物 5公噸/年以上 2 0.44公噸/年 

揮發性有機物 5公噸/年以上 8 22.91公噸/年 
 

表 13 新竹工業區削減方案 
污染物 指定削減對象 指定削減家數 指定削減量 
粒狀物 15公噸/年以上 2 23公噸/年 
氮氧化物 40公噸/年以上 1 90公噸/年 
硫氧化物 10公噸/年以上 14 223.4公噸/年 

揮發性有機物 30公噸/年以上 14 702.9公噸/年 
 

10. 訂定新竹縣之相關作業規範 
為落實上述先期性總量管制策略，本研究針對固定污染源之管理，研擬出一套新竹縣總

量管制作業程序。這套作業程序中涵蓋既存固定污染源與新設及變更固定污染源，而管制方

式則分為先期性實施總量管制及正式實施總量管制二種。 
先期性實施總量管制乃以總量管制制度精神結合現行法令中空氣污染防制區之管制方式

來進行，因此可再分為二級防制區管制方式與三級防制區管制方式。而正式實施總量管制則

是結合總量管制區之管制方式來進行，因此可再分為未符合空氣品質之總量管制區管制方式

與符合空氣品質之總量管制區管制方式。因此本研究共計擬定出 8種作業程序，可做為新竹
縣在推動總量管制時針對不同狀況之管制作業依據。 
如前所述，本研究針對新竹縣之現況，是以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但不符合空氣品質目標之

架構進行策略研擬，重點在對既存固定污染源進行總量削減，而且管制新設及變更固定污染

源所增加之排放量，以逐步改善空氣品質而達到空氣品質目標，因此針對既存固定污染源是

以三級防制區之作業程序進行管理，而新設及變更固定污染源則是以二級防制區之作業程序



 

 

進行管理。以下針對此二種作業程序進行說明。 
三級防制區既存固定污染管制作業程序如圖 5所示，說明如下。 
 

 
圖 5 三級防制區既存固定污染源管制作業程序圖 

 
(1) 既存固定污染源：指公告實施總量管制日前，已建造完成、建造中、已完成工程招
標程序或已完成簽約者。 

(2) 環保局指定公告對象：該公私場所應自中央主管機關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二條第
一項公告實施總量管制之日起六個月內，依本準則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認可全

廠（場）及個別污染源之空氣污染物年排放量。 
(3) 是否為指定削減污染量之污染源：如排放量達上述公告，則需準備相關文件，向環
保局提交申請排放量認可，作為日後削減污染量之依據；如未達上述公告，可自行

決定是否主動參與總量管制的行列。 
(4) 污染源檢具相關認可文件進行申請認可。 
(5) 環保局受理審核相關文件：環保局受理排放量認可申請，應於 45日內完成審查。 
(6) 環保局決定污染源是否通過其審核：如通過其審核，環保局會進行指定該污染源之
削減量與削減期限，如不通過其審核，則污染源該於期限內辦理補正，如無法在期

限內辦理補正，環保局則自行認定該污染源之排放量及決定其削減量與削減期限。 
(7) 指定削減量與削減期程 
(8) 環保局依據污染源所檢具之相關文件進行審核並指定於期限內所需削減之污染量單
位，關於此部分法規草案正在研擬中，目前尚無正式公告。 

 
二級防制區新設或變更固定污染源管制作業程序如圖 6所示，說明如下。 
 



 

 

 
圖 6 二級防制區域新設或變更固定污染源管制作業程序圖 

 
(1) 即將新設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在此地區內新設廠房或變更增加製程或製程內容之
既存固定污染源皆列為申請設置許可證之對象。 

(2) 污染源依據許可公告判斷是否符合申請許可。 
(3) 污染源排放量是否達一定規模者：依據環保署公告之「納入管制之污染源排放量規
模」而界定。 

(4) 以模式來模擬證明未超過容許增量限值。 
(5) 污染源提出設置或變更許可申請：當污染源在申請設置或變更許可時需檢附空氣品
質模式模擬資料，以證明其污染濃度不超過當地及鄰近防治區污染容許增量限值。 

(6) 環保局受理申請並核算審查費及證書費。 
(7) 是否符合申請類別：若未符合申請類別，則申請駁回。 
(8) 環保局通知污染源繳納審查費及證書費：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固定污染源，其所
屬公私場所得檢具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及第七條或前條規定之文件，合併於環境影響

評估程序審查，俟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後，逕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

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政府其他機關申請核發設置許可證，並繳納證書費。前項許可證

內容，依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及審查結論核發。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政府其他機關受理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之申請

後，應通知公私場所於七日內繳納審查費及證書費，並應於三十日內完成審查。 
(9) 污染源是否繳納相關費用。 
(10) 環保局審查許可內容及相關證明文件：包括(a)容許增量限值模式模擬審核；(b)設

置許可；(c)採用低污染性原（物）料、燃料、低污染製程或空氣污染控制設施之污



 

 

染減量說明資料；(d)空氣污染減量措施或控制設施之相關操作參數、紀錄方式及
頻率；(e)空氣污染物質能平衡或其他計算說明資料；(f)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
料。 

(11) 環保局核發設置許可。 
(12) 污染源進行設備安裝或廠房建造。 
(13) 污染源向環保局申請操作許可。 
 

四、結論 
 
為有效改善空氣品質，環保署已開始逐步推動總量管制制度。然而對部分尚未被列入實

施區域之縣市而言，若希望能夠更積極地維護空氣品質，則有必要思考如何能在現有法規制

度下，實施具有總量管制精神的防制措施。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即在發展一套符合縣市政府積

極管制需求之總量管制策略，以做為尚未正式實施總量管制制度前之作業依據。 
本研究是以永續發展的原則，根據現行總量管制相關法規，規劃一套先期性總量管制推

動架構，而在此架構下來訂定縣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及空氣品質惡化緊急應變計畫之修訂原

則。此先期性總量管制推動架構依照空氣品質現況及縣市政府的空氣品質目標，可分為三種

狀況。由於本架構以整體系統的角度，以縣市行政疆界來界定縣市空氣污染總量管制工作，

因此能夠完整考量縣市之需求。同時由於本架構也考量法規面及實務面，因此可以做為尚未

正式實施總量管制制度前之作業依據，未來亦可銜接正式實施總量管制制度之推動工作。 
本研究針對新竹縣之現況，以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但不符合空氣品質目標之架構來研擬其

先期性總量管制策略。本研究以整體系統的角度，將新竹縣區分為三個分區，將各分區視為

子系統，進行新竹縣空氣污染排放量之調配，然後據以規劃各新竹縣內各工業區之污染削減

總量，再依據工業區內污染源之規模、性質、可能減量措施及管制效率之考量，分別針對不

同污染物來擬定污染源污染量削減方案。最後並根據前述架構及法令規定，研擬針對固定污

染源在不同的管制階段下新竹縣之總量管制作業程序。本研究並且針對既存固定污染源與新

設及變更固定污染源，分別依據管制階段之不同，擬定新竹縣總量管制作業程序，包括防制

區管制方式及總量管制區管制方式，可在兼顧法令規範及縣市管制需求下，做為新竹縣在推

動先期性總量管制時之作業依據。 
本研究之成果可做為縣市政府先期性推動具有總量管制精神之污染防制工作的基礎，並

可銜接正式實施總量管制制度的作業，整體提昇防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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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on of an Air Pollution Total Quantity Control 
Framework and Strategies for a County – a Case Study of Hsinchu 

County 
 

Abstract 
 
In Taiwan, EPA is gradually promoting the air pollution total quantity control system for 

improving air quality effectively. It is necessary for some counties, which are not the prior area to 
implement the system, to think about how to use the concepts of air pollution total quantity control 
under current regulations to maintain air quality.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n air 
pollution total quantity control framework and strategies for a county as guides to enforce air 
pollution control tasks before the air pollution total quantity control system is implement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regulations of air pollution total quantity 
control, a preliminary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for air pollution total quantity control is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Under the framework, the principles of a revision of the county air 
pollution control plan and the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for air quality deteriorating are identified. 
Hsinchu County is used as a case study in this study. Hsinchu County is considered as a system and 
divided into 3 divisions as subsystems to allocate total quantity of air pollution. Based on the 
allocations of total air pollution quantity, the air pollution abatement alternatives of industrial parks 
ar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air pollution abatement alternatives of industrial parks, the air 
pollution abatement of each pollution source is identified in the considerations of scale, type, 
feasible control methods, and efficiency of control method of each pollution source. The 
preliminary operation procedures for air pollution total quantity control are also develop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be used to help the county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preliminary air 
pollution control tasks under the concepts of total quantity control.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can be 
used to assist the county government to link the processes of form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air 
pollution total quantity control system to promote effectiveness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Key words: air pollution, princip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tal quantity control, 

air pollution abat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