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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大 綱 



空氣污染防制費法源依據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6條第1項 

各級主管機關得對排放空氣污染物之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

染源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授權 

修正發布「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以作為執行空污

費收費之依據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101年9月6日修正發布 

共計27條 

 

壹、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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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第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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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時間 

•每年4、7、10月及次年1月底前，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
格式，填具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及繳款單，至指定金融機
構代收專戶(台銀、高銀、富邦)繳納後，以網路傳輸方式申
報 

•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書面方式申報 

•大量申報對象 

•設計不良或操作不當導致設備故障 

•維護不當或人為疏失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因素 

•年申報對象 

•當年度各季SOx、NOx及VOCs核定之排放量皆於1公噸以
下者，得於次年1月底前，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調整為每年
一月底前申報其前一年各季之排放量及費額繳納 

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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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收費額計算方式 

•個別空氣污染物費額=個別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收費費率 

第4條 

• 提報相關申報資料規定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平面配置圖 

•原（物）料、燃料等操作量紀錄月報表 

•防制設備現場操作紀錄報表、耗材購買憑證及其用量紀錄報表、廢棄
物處理之相關資料 

•與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有關之質量平衡計算之紀錄報表與證明文件 

•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監測紀錄月報表及相關品保品管紀錄資料 

•排放管道檢測報告書影本及彙整表 

•進貨、生產、銷貨、存貨憑證、帳冊相關報表 

•具有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大量排放情況，與計算相關資料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與空氣污染物排放相關之文件 

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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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量估算順序 

 

 

 

• 適用條件 

 

 

 

 

 

 

 

 

 

 

 

 

第10條 

•採密閉集氣系統收集VOCs至排放管道者，應檢具
相關資料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CEMS或檢測
計量 

•固定污染源每單位之原（物）料量、燃料使用量、
產品產量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操作量所
排放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排放係數 

•固定污染源依固定污染源揮發性有機物自廠係數
（含控制效率）建置作業要點提出申請並經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之替代計算方式 

自廠係數 

CEMS   
資料 

檢測結果 
VOCs自
廠係數 

排放係數、
質量平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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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檢測結果申報之重新核算規定 

 

 

 

 

 

 

 

 

 

•單位活動強度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指固定污染源每單位之
原（物）料量、燃料使用量、產品產量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可之操作量所排放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且其計算單位
應與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空氣污染物排放係數估算基礎單位
相同 

第11條 

中央主管機關檢
測結果換算單位
活動強度之空氣
污染物排放量 

公私場所申報
數值 

差異
達20%
以上 

主管機關以
查驗結果重
新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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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元件與原物料抽測之重新核算規定 

 

 

 

 

 

 

第12條 

•揮發性有機物計算方式差異認定 

 

 

 

 

 

第13條 

重新 

核算 

設備元件抽測結果與公
私場所申報結果不相符 

質量平衡計算原(物)料
之V值與主管機關檢測
結果差異達10%以上 

申報季排放
量與查核結
果差異達該

條件 

2倍    
以上 

7.5公
噸以上 

次季起，以

質量平衡計

量方式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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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費及分期付款規定 

 

 

 

 

 

 

 

 

 

 

 

 

 

 

 

 

 

第14、15、16條 

補
繳 

•溢繳金額達二千元得申請退還溢繳費用 
•未達二千元者充作後續應繳費額之一部分 
•因歇業、污染源設備拆除或其他因素致無
須繳納空氣污染防制費者 

分期
繳納 

無須
分期 

•因天災或其它不
可歸責於公私場
所之事故 
•補繳加徵差額達   
10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分2~6期 
 (不低於5萬元/期) 
•100~500萬元：分
2~12期 

 (不低於40萬元/期) 
•500萬元以上：分2~24
期 

 (不低於50萬元/期) 

限期90日內繳清差額 

第15條 分期門檻 

第14條 退費門檻 

第16條 分期期數規定 

溢繳
或 
歇業 

第14條 繳費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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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機關得逕依相關資料重新計算排放量之依據與適用對象 

 

 

 

 

 

 

 

 

 

 

 

 

 

 

 

 

 

第17條 

 逕依其產品產量、
原（物）料使用量、
燃料使用量、檢測
結果或其他有關資
料，計算排放量，
核定應繳費用 

未依規定計
算排放量 因設施故障

或其他因素，
未計算排放

量 

未於第9條
規定期限內
提報資料 

活動強度估
算量與結算

不符 

污染源申報
數量與實際

不符 

主管機關查
核有第11條
或12條之情

形 

未依規定申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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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報、短報排放量之相關罰則規定 

•偽造、變造或以故意方式短報或漏報 

•逕依排放係數核算該污染源排放量之2倍計算空污費 

第18條 

 

•空污費追溯年限及相關利息規定 

•以第18條之方式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空費者，中央主管機關得
重新計算追溯5年內之應繳金額。應徵收空污費之污染物起徵未滿
5年者，則自起徵日起計算追溯應繳金額 

•追溯應繳金額，應自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截止日之次日或逃漏空
氣污染防制費發生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
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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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申報資料之紀錄頻率規定 

•依第3條規定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者，應每日計量及記錄其須依第9條規定提
報之相關紀錄報表 

•以質量平衡計量方式推估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者，得每批計量及記錄第9條
第1項第4款之原（物）料回收量、廢溶劑量、廢棄物量與產品產量等項目及
數量，且每季至少計量及記錄1次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無法依前項規定計量及記錄者，得報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同意後，改變其記錄項目或頻率 

第20條 

 

•免徵門檻之規定 

 

 

第21條 

免繳費，
但應申報 

SOx 
≦10kg/季  

NOx 
≦10kg/季  

VOCs 
≦1T/季  

已依第2條  
申報油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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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污費申繳期限調整規定 

•因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無法依規定申報或繳納空
污費 

•應於原因消滅後30日內檢具相關資料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調整申
報或繳納期限 

第24條 

• 中央主管機關授權地方主管機關執行空污費相關作業之規定 

•第2條、第3條、第9條、第10條第1項第3款與第2項、第11條至第14

條、第17條至第20條 

第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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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存查規定 

•空污費申報資料、繳費收據、相關紀錄資料及證明
資料 

•應保存六年備查 

第26條 

•施行日期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27條 



法源依據 

係因應空污費收費辦法第10條第6項及公私場所固定

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申報管理辦法第5條第6項規

定 

配合空污費收費辦法之修正新增公告 

目的 

明確規範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 

使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量方法、

主管機關審核公私場所進行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之

依據一致 

 

貳、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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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適用對象 

依空污費收費辦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或公私場所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申報管理辦法第5條第1項第

1款至第5款 

監測資料、檢測結果、自廠係數或排放係數方式計算固定污染源

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之公私場所，其計算方法應符合本公告之規定 

明定計算排放量之固定污染源稀釋氣體、排放濃

度與排氣量之狀態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計算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者，其空氣污染物

之稀釋氣體、排放濃度與排氣量均以凱氏絕對溫度273度及一

大氣壓下未經稀釋之乾燥排氣體積為計算基準，且其排放濃度

與排氣量需再依其所須遵守之相關排放標準，進行含氧率校正

計算 

 

貳、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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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連續自動監測結果計算排放量 

適用對象為SOx、NOx及VOCs，明定計算規定濃度

值、排氣量及排放量，均採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2位 

排放量計算(Ed)＝有效數據時間排放量(Ev)＋污染源

及防制設備正常運作，但監測數據無效或遺失排放量

(En1)＋防制設備故障，且監測數據無效或遺失排放

量(En2) 

貳、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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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小時平均濃度」為基準進行
排放量計算 



以連續自動監測結果計算排放量 

貳、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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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固定污染源及其空氣污染物防制設備維持正常運
作，但其空氣污染物監測設施之數據無效或遺失，
其無效或遺失數據時間排放量計算公式： 

(1)En=a×Cn×Qn×10-6 
 En：空氣污染物監測設施之無效或遺失數據時間每小時排放量，單位為公斤/小時(kg/hr)。 

 Cn：空氣污染物監測設施之無效或遺失數據時間之替代排放濃度，單位為ppm。 

 Qn：空氣污染物監測設施之無效或遺失數據時間之替代排氣量，單位為立方公尺/小時(Nm3/hr)
。 

(2)En1=En×Tn 
 En1：空氣污染物監測設施之每日無效或遺失數據時間排放量，單位為公斤/日(kg/day)。 

 Tn：每日無效或遺失數據時間之小時數，單位為小時/日(hr/day)。 



以連續自動監測結果計算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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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固定污染源之防制設備故障，且其空氣污染物監
測設施之數據無效或遺失者，其無效或遺失數據時
間排放量計算公式： 

En2=AS×EF 
 En2：防制設備故障之空氣污染物監測設施每日無效或遺失數據時間排放量，單位為公斤/日

(kg/day)。 

 AS：防制設備故障期間之每日活動強度數量，單位為活動強度計量單位/day。 

 EF：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排放係數，單位為kg /活動強度計量單位。 

 狀態 
申報方式 

監測數據 防制設備 

CEMS 
V V 

V X 

替代 X V 

係數 X X 

註： 

“V”表正常 

“X”表異常 



以檢測結果推估排放量 

為推動空污費計量方式審核原則具一致性，爰依收

費辦法第10條訂定本規定 

貳、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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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正檢測次數： 
屬指定公告應實施定檢者，以最近三次應實施定檢結果 

非屬指定公告應實施定檢者，應以每季申報截止日前一年內之最近一次及其他最近
二次檢測結果 

2.檢測次數未達三次者，檢具相關資料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得改變其推估組數 

3.SOx、NOx及VOCs之排放濃度檢測時間每組應採1小時以上，但固定污染
源屬批次式進料操作者，修正其檢測時間應包括一個以上完整操作循環之
檢測 

4.要求採連續三組，每組檢測時間一小時以上： 
主管機關認定SOx、NOx及VOCs之排放濃度變化差異大時 

水泥旋窯、玻璃槽窯、石灰鍛燒窯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固定污染源之
NOx排放濃度檢測 



以檢測結果推估排放量 

貳、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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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檢測期間氣狀污染物小時排放量計算公式： 
 Eh=a×Ch×Qh×60×10-6 

 Eh：空氣污染物每組檢測期間之小時排放量，單位為公斤/小時
(kg/hr)。 

 Ch：經校正或不需校正之各組排放濃度，單位為ppm。 

 Qh：經校正或不需校正之各組排放濃度檢測時間前、後之平均排氣
量，單位為立方公尺/分(Nm3/min)。 



以檢測結果推估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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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個別活動強度之檢測期間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
公式： 

(1)檢測期間之個別活動強度貢獻空氣污染物排放
量比例計算公式：                  

 

 ERi：第i個活動強度貢獻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比例，單位%。 

 ASi：第i個檢測期間之活動強度數量，單位為活動強度計量單位/hr 

 n：活動強度個數 

 EFi：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排放係數，單位為kg/活動強度計量單位。 

 前述所稱活動強度，指固定污染源原（物）料或燃料使用量、產品產量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之操作量等。 

(2)檢測期間之個別活動強度貢獻空氣污染物排放
量計算公式 
 Ehi=Eh×ERi 

 Ehi：第i個活動強度貢獻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單位公斤/小時(kg/hr)。 



以檢測結果推估排放量 

貳、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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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別活動強度之檢測期間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
公式： 

(3)單位活動強度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公式： 

EFi=Ehi÷ASi÷ECi 
 EFi：第i個活動單位活動強度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單位kg/活動強度計量單位。 

 ECi：檢測期間第i個活動強度成分實際含量，單位為%；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排放係數中，不需
考慮活動強度成分含量者，以1計算之。 

(4)單位活動強度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平均值計算
公式： 

EDi=  
 EDi：第i個活動單位活動強度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平均值，單位kg/活動強度計量單位。 

 n：檢測之次數 



以檢測結果推估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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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空氣污染物之排放量計算公式： 

Eq=  
 Eq：空氣污染物每季排放量，單位為公斤/季(kg/quater) 

 Aqi：第i個每季活動強度數量，單位為活動強度計量單位/quater。 

 Eqi：第i個每季活動強度成分含量，單位為%；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排放係數中，不需考慮活動
強度成分含量者，以1計算之。 

 4.空氣污染物濃度若小於偵測極限值(MDL)，以最
近一次提報主管機關之偵測極限值為計算依據 

 5.位數規定： 

 

 
 

 排放濃度，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檢測報告位數表示規定辦理 

項目 以下1位 以下2位 以下3位 
含氧率 ☆     
排氣量   ☆   
排放量   ☆   
活動強度數量   ☆   
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 



公告係數 

依據空污費收費辦法第10條第1項第4款 

101年1月19日公告修正「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申報空氣污

染防制費之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排放係數及控制效率規定」

作為業者申報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空污費時，計算其排放

量之依據 

101年1月9日公告修正「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申報空氣污染

防制費之揮發性有機物之行業製程排放係數、操作單元(含

設備元件)排放係數、控制效率及其他計量規定」作為業者

申報揮發性有機物空污費時，計算其排放量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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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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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自廠係數為特定公式計算者，
則逕依其核定方式計算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之計算公式如下： 

      
 Eq：每季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單位為公斤/季(kg/quater) 

 Aqi：第i個每季活動強度數量，單位為活動強度計量單位/quater。 

 EFi：第i個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自廠係數或公告之排放係數，單位為kg /活動強度計量單位。 

 CE：空氣污染物控制效率，單位為%。 

 排放量、活動強度及控制效率之計算，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二位。 

  


n

1i
100CE1EFiAqiEq



質量平衡 

依「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之揮

發性有機物之行業製程排放係數、操作單元（含設備

元件）排放係數、控制效率及其他計量規定」之規定，

採用質量平衡計算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時，應依本公

告之計量方式規定計算 

質量平衡計算參數 

與揮發性有機物或個別物種排放有關之原(物)料投入量、

產品產量、廢溶劑量、廢棄物量、廢水量、污染防制設備

削減量等質量平衡流布參數項目，公私場所應全面檢視納

入計算 

貳、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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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7條第2項之授權 

SOx及NOx 

固定污染源依防制區類型、裝置控制設備及製程改善程度

及三級累計費率徵收，基本費額為450元/季，其他級距費

率分別為硫氧化物5～8.5元/公斤，氮氧化物6～10元/公斤 

參、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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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種類 

費          率 
適用之公私場所 備註 

二級防制區 一、三級防制區 

硫氧 

化物 

7元/公斤 8.5元/公斤 第一級:季排放量＞14公噸 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收費費
額=【（第一級排放量×第一
級費率）＋（第二級排放量
×第二級費率）＋第三級費
額】×優惠係數(D)。 

使用氫氣、符合中華民國國
家標準(CNS)驗證之天然氣
或液化石油氣為燃料者，適
用零費率。 

5元/公斤 6元/公斤 第二級:1公噸＜季排放量≦14公噸 

450元/季 450元/季 第三級:季排放量≦1公噸 

氮氧 

化物 

8元/公斤 10元/公斤 第一級:季排放量＞24公噸 

6元/公斤 7.5元/公斤 第二級:1公噸＜季排放量≦24公噸 

450元/季 450元/季 第三級:季排放量≦1公噸 



SOx、NOx優惠係數適用對象、適用條件及計算方法 

裝(設)置控制設備或製程改善能有效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

且符合下列情況條件者： 

硫氧化物排放濃度較排放限值低於50%，且排放濃度低於

100ppm以下 

氮氧化物排放濃度較排放限值低於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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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 

比例(A)  

優惠 

係數(D) 
適用條件 計算方法 

A≧95% 40% 
1、裝(設)置控制設備或製程改善能有效減少空氣污染

物排放，且符合下列情況條件者： 

        (1)硫氧化物排放濃度較排放限值低於50%，且排
放濃度低於100ppm以下。 

        (2)氮氧化物排放濃度較排放限值低於50%。 

2、排放限值，係指下列各款限值最低者： 

        (1)中央主管機關發布適用之排放標準限值。 

        (2)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因管制需要訂定較
嚴之排放標準限值。 

        (3)應採行最佳可行控制技術規範之排放限值。 

        (4)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承諾事項或審查結論要求之
排放限值。 

1. 計算分級比例 

分級比例(A)=（符合適用
條件之排放量/全廠排放
量）×100 %。 

2.依據分級比例結果選用
優惠係數(D)。 

75%≦A 
<95% 

50% 

50%≦A 
<75% 

65% 

30%≦A 
<50% 

80% 



VOCs 

固定污染源依防制區類型、裝(設)置收集及控制設備或製

程改善程度及三級累計費率徵收，一般VOCs費額為15～30

元/公斤，個別物種為5及30元/公斤 

參、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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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種類 

費      率 

適用之公私場所 二級        

防制區 

一、三 

級防制區 

揮發性
有機物 

25元/公
斤 

30元/公
斤 

第一級: 

季排放量扣除起徵量後＞49公噸 

20元/公
斤 

25元/公
斤 

第二級: 

6.5公噸＜季排放量扣除起徵量後
≦49公噸 

15元/公
斤 

20元/公
斤 

第三級: 

季排放量扣除起徵量後≦6.5公噸 

個別
物種  

甲苯、二甲苯  5元/公斤  

苯、乙苯、苯乙
烯、二氯甲烷、
1,1-二氯乙烷、
1,2二氯乙烷、三
氯甲烷(氯仿)、
1,1,1-三氯乙烷、
四氯化碳、三氯
乙烯、四氯乙烯  

30元/公斤  



VOCs 

102年1月1日起之VOCs優惠係數適用對象、適用條件及計

算方法 

參、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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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比例(A) 優惠係數(D) 適用條件 計算方法 

A≧95% 40% 

1.裝(設)置收集及控制設備或製程改善能有
效減少揮發性有機物排放，使設備處理
效率達95%以上，且較其規定處理效率
下限高3%以上者。 

2.規定處理效率下限，指下列各款最高值： 

(1)中央主管機關發布適用之處理效率值。 

(2)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因管制需要
訂定較嚴之處理效率值。 

(3)應採行最佳可行控制技術規範之處理效
率值。 

(4)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承諾事項或審查結論
要求之處理效率值。 

1.計算分級比例 
分級比例(A)=
（符合適用條件
之排放量/全廠排
放量）×100 %。 

2.依據分級比例結果
選用優惠係數 (D)。 

75%≦A<95% 50% 

50%≦A<75% 65% 

30%≦A<50% 80% 



固定源空污費計費方式 
徵收費額 = 費基(排放量) × 費率 

計費方式依排放量決定適切之費率級距 

參、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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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   ：費額＝第三級費率 
X<B≦Y ：費額＝第三級費率＋(B－X)＊第二級費率 
B>Y    ：費額＝第三級費率＋(Y－X)＊第二級費率＋(B－Y)＊第一級費率 

第三級費率 第二級費率 第一級費率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X     Y 

B 

整
廠
排
放
量 

污染量愈大，
適用費率愈高 

SOx ：5~8.5元/kg 

NOx ：6~10元/kg VOCs：5~30元/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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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檢測結果排放量計算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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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檢測結果排放量計算案例 

 1.求出檢測出來的SOx、NOx係數 
公式： 
 SOx：  

 
 NOx： 

 

 
2.套入公式中 
公式： 
 SOx：  

 
 NOx： 

空氣污染物排放量(kg/hr)   

當日檢測燃料用量(kl/hr) X 燃料含硫份(%) 

空氣污染物排放量(kg/hr)   

當日檢測燃料用量(kl/hr)  

5.23 (kg/hr)    

 0.72 (kl/hr)  X  0.5 (%) 
 14.528 (kg/kl) 

        3.48 (kg/hr) 

            0.72 (kl/hr) 
 4.833 (kg/kl) 

依固定污染源
空氣污染物排
放量計算方法
規定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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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筆檢測結果排放量計算案例 

 公私場所依空氣污染物檢測方法之檢測結果推估其固定污

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者，可參照以下排放量計算範例： 
 有一燃煤鍋爐污染源，符合第一批應定檢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第三級

檢測頻率，其燃料使用為煤，操作後污染物排放至一管道，其煙道檢

測結果如下表所示。己知本季煤使用量為26,990公噸(1.00%)，試問

其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季排放量為何? 

項目  102.02.15  

檢測結果  

101.02.01  

檢測結果  

100.01.25  

檢測結果  

活動強度  13T煤/hr  14T煤/hr  12.5T煤/hr  

煤含硫分  1.00%  1.06%  0.93%  

排放流率  2,465.26Nm3/min  2,456.90 Nm3/min  2,448.54Nm3/min  

硫氧化物  24ppm  25ppm  23ppm  

SOx排放量  10.15kg/hr  10.54kg/hr  9.66kg/hr  

氮氧化物  290ppm  293ppm  290ppm  

NOx排放量  87.94kg/hr  88.54kg/hr  86.13kg/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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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筆檢測結果排放量計算案例 

 (1)計算檢測期間個別活動強度貢獻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比

例： 
 其使用單一燃料為煤，以                                 計算 

       

      其SOx貢獻比例為=100% 

      其NOx貢獻比例為=100% 

 

 (2) 計算檢測期間個別活動強度貢獻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檢測期間使用之燃料煤貢獻SOx排放量比例為100% 

      依檢測報告得知三次排放量分別為： 

      10.15kg/hr、10.54kg/hr、9.66kg/hr 

      檢測期間使用之燃料煤貢獻NOx排放量比例為100% 

      依檢測報告得知三次排放量分別為： 

      87.94kg/hr、88.54kg/hr、86.13kg/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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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筆檢測結果排放量計算案例 

 (3) 計算檢測期間其單位活動強度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排

放係數)： 
      檢測期間使用之燃料煤，其SOx單位活動強度排放量(排放係數)為  

                10.15(kg/hr)÷13(T-煤/hr)/1.00(%)=0.781kg/T-煤  

                10.54(kg/hr)÷14(T-煤/hr)/1.06(%)=0.71 kg/T-煤  

                9.66(kg/hr)÷12.5(T-煤/hr)/0.93(%)=0.831 kg/T-煤  

     檢測期間使用之燃料煤，其NOx單位活動強度排放量(排放係數)為  

                87.94(kg/hr)÷13(T-煤/hr) =6.765 kg/T-煤  

                88.54(kg/hr)÷14(T-煤/hr) =6.324 kg/T-煤  

                86.13(kg/hr)÷12.5(T-煤/hr) =6.89 kg/T-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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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筆檢測結果排放量計算案例 

 (4) 計算檢測期間單位活動強度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排放

係數)平均值： 
      SOx單位活動強度排放量平均值為  

            (0.781+0.71+0.831)÷3=0.774 kg/T-煤  

      NOx單位活動強度排放量平均值為  

            (6.765+6.324+6.89)÷3=6.66 kg/T-煤 

 

 (5) 計算本季空氣污染物之排放量： 
           本季煤使用量為26,990公噸(含硫份1.00%)  

           SOx排放量=26,990×0.774×1.00=20,890.26 kg/季                                 

           NOx排放量=26,990×6.66=179,753.4 kg/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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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排放量計算-網路申報 

以上欄位填寫完畢後按開始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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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排放量計算-網路申報 

排放係數及排放量會自動帶出 

然後按記錄至資料庫 

依計算結果依序填入排放係數及排
放濃度與排放標準 

依計算結果依序填入排放係數及排
放濃度與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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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排放量計算-網路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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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結果排放量計算-網路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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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動強度(Qd值)誤以小數點3位計算，以致檢測排
放係數 (Es、En值)錯誤 

依101.9.6公告「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
染物排放量計量方式規定」，活動強度計算至小
數點下2位 

為避免位數錯誤影響計算結果，可建置檢測排
放係數試算檔 

 
 

其它常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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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一排放管道之排放濃度與排放係數引用不同報告 

依檢測方式進行申報時，須確認使用檢測數據
是否正確，以避免錯誤，排放係數為平均值，排放
濃度為最近一次檢測值 

 

(3).計算檢測排放係數含硫量錯誤 

依檢測方式進行審查時，應依「公私場所固定
污染源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硫氧化物與氮氧化
物排放係數及控制效率規定」確認污染源排放係
數是否須納入含硫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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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某燃燒污染源使用燃料為低硫燃油及木材(屑)，且
裝設洗滌塔，應如何計算 

1.因屬混燒，應依排放量計算規定計算低硫燃
油及木材(屑)比例。 

2.依據排放係數規定，木材(屑)無須考慮含硫量。 

3.屬相同防制設備，因此低硫燃油及木材(屑)在
防制設備選用皆應選用洗滌塔，非僅低硫燃油。 

 



肆、空污費相關疑義說明 

47 

(5).防制設備串聯之效率計算有誤 
 

應依據環保署公告係數公告事項，公私場所若
以串聯方式裝置二個以上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總
控制效率(Ｅ)應依下列公式計算 
E%=[1-(1-E1÷100)×(1-E2÷100)…(1-EN÷100)] ×100% 

E1~n：單一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控制效率 

 
 

假設有洗滌塔串聯選擇觸媒還原(SCR)設備，
計算硫氧化物總控制效率： 

依公告洗滌塔效率20%，SCR效率50%代入公式 
E%=[1-(1-0.2)×(1-0.5)] ×100% =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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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備用污染源，配合定期檢測作業，卻未申報排放量 

 
 

污染源為備用設備，倘整季未操作，依污染
者付費原則，因無污染物排放，該季無須申報
排放量 

倘污染源配合檢測作業，因於檢測執行期間
有污染物排放，仍應依污染源燃物料實際使用
量進行排放量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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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儲槽及設備元件申報疑義 

 
 

1.儲槽儲存時間一般應為整季，對於申報為
0者，若製程仍有生產，則應確認是否已無存
放物料。 

2.工廠已外購蒸氣，原燃油鍋爐為備用，另
會配合年度定期檢測啟動鍋爐，儲槽儲存時間
應為整季。 

3. 設備元件操作時數應為全季，非為污染
源操作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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